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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望这一年，在政府、专家的指导和

业界同仁的帮助下，统信软件蒸蒸日上、欣

欣向荣，取得了不菲的成绩。这一年，我们

打造了两千名优秀人才的团队，陆续发布了

UOS 社区版、行业版、个人版、专业版、

企业版和欧拉版六个版本，积累了超过 100

万的开源社区用户，公司实现了 1 个总部、

3 个通用软硬件适配中心、6 个研发中心、

14 个省市子公司的战略布局，结成了千余

家战略合作伙伴打造的生态系统。

在合作方面，围绕统信 UOS 形成了庞

大的软硬件适配系统，确立了认证体系，

进行了两万多次的适配组合。在市场方面，

我们拓展了国务院办公厅、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政协、发改委等 80 多家部委用户和 29

个省市自治区的地方政府用户；今年又有

48 家金融机构用户以及其他的行业用户；

在竞争性的市场上，统信 UOS 获得了超过

70% 的市场占有率，奠定了国产操作系统

领先者地位。

聚沙成塔，积水成源。统信始终坚持开

放成长的生态信念，热忱希望与业界同仁、

用户、代理商达成友好合作关系，实现互利

共赢。

统信软件 董事长 王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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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一定要拥有我们自己的基础软件

生态，从而真正地掌握信息产业的主导

权和发展权，感谢所有用户和合作伙伴

在过去一年中对统信软件生态建设的支

持，希望大家在未来能够继续一起努力，

不光是建设统信的生态，而是建设中国

的基础软件的生态，拿回我们的发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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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信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 刘闻欢

仰望星空 脚踏实地
——统信操作系统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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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的生态建设是非常漫长的路，我们和
国外的厂商和生态的差距以前来看就像天和地一
样，差距非常大。今天会议的主题叫“开放·成长”，
大家可以看到展区有一个“生态大树”造型。

一棵树的成长，非常像生态体系建设过程 : 一
颗种子埋到土里面，不但需要阳光和空气，也需要
大的环境，树的成长过程中会经历风霜雨雪。上面
的树叶、树枝其实就是生态合作伙伴和用户，通过
光合作用来共建一个生态。

树的成长需要好的环境。中国操作系统的发展
和成长，其实跟我们的产业大环境是分不开的。目
前，中国的操作系统的产业发展，正在处于一个非
常好的历史阶段，挑战和机遇是并存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全球的操作系统的行业情
况是什么样的。大家都知道，在全球的产业生态里
面有三架马车：桌面操作系统是微软，移动终端谷
歌安卓是巨头，服务器端属于 RedHat。这三架马
车拉着全球的信息产业一直在起主导地位。

在中国市场，即使 Win7 已经停止服务了，在
中国仍然占据了 46.23% 的市场份额。全球市场上
微软占比不到 80%，在中国市场上，95% 都使用
微软的操作系统，这个垄断非常明显。

微软现在市值 1.65 万亿美金，苹果 2.15 万亿，
谷歌是 1.17 万亿，红帽当时是 340 亿美金，这还
是前年的数据。

中国所有操作系统比较知名的企业加起来的市
场容量应该还不到 3 亿美金，也没有一家是上市公
司。这样的力量的对比，使得我们在整个产业上没
有发言权，也不可能主导一个生态的发展。

在 2019 年之前，整个产业里面都是一些规模
很小的操作系统企业，研发力量很分散，服务力量
比较弱，产品碎片化。虽然很艰难，“种子”留下
了，“火苗”还在！

那么，我们和国外的领导厂商的差距到底在哪
儿？这里，我列出了四个方面：

核心技术方面，国外的这些企业是全面掌握，
并且在引领它的发展。我们目前还是有限的掌握，
而且还在跟随。

产品理念，它完全是以市场和用户的需求为导
向。我们以前的这些企业在做操作系统的时候，更
多的是一个项目为导向，或者研究为导向。

商业模式上，传统的授权模式已经有了一些变
化。大家可以看到，苹果操作系统已经不卖钱了，
是通过软硬结合的方式，通过增值来收费；谷歌操
作系统对普通用户来说也是免费的。对于中国的这
些企业，我们的收入绝大部分还来源于课题的经费
和授权收费的模式。

生态建设方面，差距更明显。我们为什么今天
开生态建设大会，因为对国外的这几个主要的生态
来说，已经是突破性积累性的生态，每个生态都是
百万种以上的厂商和产品的支撑。我们现在还在艰
难的补课，初有成果，但是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

知道了差距，我们能不能追上他们？有没有机
会和可能追上他们？我们怎样去应对这个差距？我
有三个方面的观点：

第一个是从项目牵引到市场牵引。以前绝大部
分操作系统企业靠国家的项目、课题和一些脉冲性
的工程项目支撑，很艰难，产品化很难成熟起来。
只有真正的出现了市场牵引，用户真的去使用了，
我们的产品和生态才有可能发展起来。

第二个是从事这个产业的企业要尽快强大起
来。以前国产的操作系统企业的规模通常就是两
三百人，最多就三四百人。但是微软、苹果的员工
都是十万量级以上，不是所有人都做操作系统研发。

第三个是要破除一个观点，操作系统造成一个
基础软件，就跟芯片产业一样。现在芯片受到了美
国的很多限制，操作系统也一样，我个人认为不存
在跨越式发展的过程，技术的积累、团队能力的锻
炼是需要时间的。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做操作系统、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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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耐心。这两年，中国市场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这个产业也发生了变化：

首先，市场化的机制终于成熟起来了，不仅仅
只有党政领域在使用或适配国产操作系统，现在已
经扩展到更多行业，甚至开始走向普通的消费者市
场和企业市场。

第二，从厂商来看，数量已经减少了，但是规
模都变大了，包括统信软件在内。

第三，技术路线上在逐步统一。统信操作系统
通过同一个技术架构支持到不同的 CPU 架构。我
们也在追赶和创新，大家知道在芯片领域有个著名
的定律叫摩尔定律，摩尔定律已经失效了，翻倍的
成长最终会遇到一个天花板。现在我们看到，国外
的这些操作系统生态经过二十年的发展也接近于天
花板了。我们也许原来只有 50 分，现在是 60 分，
但是追赶的速度是很快的。我非常有信心，随着我
们技术的能力的提高、规模的扩大，以及整个市场
环境的变化，是能够在未来三年到五年追上国际主
流水平的。

第四，在生态方面，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初步
满足了一些应用场景的需求，并且还在快速扩展与
完善。统信软件抓住了这样的一个机会，短短的一
年时间，人员超过了两千人，出货量超过了百万套，
在市场中处于领先地位。并且，我们建设了一个初
步的开放性的生态，在全国建立了很多的分支机构，
并且把自己的战略目标定位为在十年内成为全球主
要的技术软件供应商和方案商。

统信软件虽然成立的时间很短，发展的历史还
是很长的，统信软件的产品和技术来源于一家企业
叫深度科技，在过去十年中，我一直是担任深度科
技的总经理。

深度科技从 2004 年开始搞研发，而真正有组
织的研发是 2008 年开始的，用了十二年时间。当
时的口号——因理想而出生，为责任而成长！

今天站在统信软件的会场上，很多人在问我一
个问题，为什么在 2008 年的时候要做操作系统，
在那个年代，操作系统是没有任何市场的，也不可

能发财。我回答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在 2008 年之前我一直从事信息

安全工作。在这个领域做的时间越长，我越发现虽
然我们的安全产品、安全软件在中国的信息安全体
系里面发挥了越来越多的作用，但是操作系统作是
信息安全的基础，中国却一直没有被掌握。如果想
做好信息安全，不掌握操作系统是不行的，这是我
当时的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原因是在研究操作系统安全的时候，发
现微软的产品是不开源的，想研究它难度很大。虽
然它应用很广，研究好了可能有很好的商业机会，
但是你真正想了解底层，还得需要看开源代码。全
球很知名的开源操作系统的技术架构，我们从中获
得了非常多的收益，但是我们给它的回馈很少。作
为中国的技术人员，我们聪明才智不弱于任何其他
国家的人，为什么我们不能做贡献？

第三个原因是我觉得总有一天中国会需要自己
的操作系统的产品和产业。如果真到那时，我们是
不是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团队？不提前开始准
备，到时候就不是我们的机会了。

有这三个原因，所以我在 2008 年的时候就开
始启动了这种规模化和组织化的操作系统研发工
作。当时比较艰难，四年间这家企业基本上没有一
分钱收入，一直投入做研发。因为有这样的理想在
那儿支撑我和团队，否则的话，深度科技可能已经
死了好多遍了。

水滴石穿，这十二年的坚持，还是取得了一些
能够拿得出的成绩。统信软件有这样一个好的基础，
使得它在过去一年中能够有比较快速的发展。

在过去的十二年中，这支团队发布了 40 个版
本，做了两百次更新，基本每个月都有更新。除了
中文以外，还为全球用户提供了 32 种语言，开发
了 44 种自研应用，开源了 600 万行代码，全球获
得了 100 万以上的活跃用户，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
中国的操作系统企业，也能在全球的社区里面得到
认可，这是我最大的自豪。

在全球的社区影响力方面，自 2011 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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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全球的发行版排行一直在上升，并保持在十
名左右，是中国排名最高的社区发行版。在中国最
受欢迎开源软件评比中，最近两年都是排名第一，
得到了技术用户和忠实用户的认可与支持。深度科
技当时的用户，现在已经是统信软件的用户了，分
布在全球各地。

对于统信软件来说，这些是过去十二年的成绩，
未来怎么发展？

我们给自己规划了十年的发展目标，这个发
展目标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其实就是今年
2020 年到 2022 年，我们的核心任务是圆满完成国
家各个关键行业的支撑需求，实现市场占有率第一、
用户千万级的规模，成为中国操作系统的领军企业。
客观地说，我们现在的水平的确可以替代微软，但
是离国际主流水平仍然有三到五年差距。

第二个阶段，希望追平达到国际主流水平，除
了现在的行业市场外，希望在 2023-2025 年能发展
中国的 2B2C 市场，在中国市场占有率达到 30%，
要快速发展用户规模。在全球领域，希望进入全球
独立操作系统企业的前三名，达到国际主流水平，
形成自己的社区。

到 2026-2030 年为第三个阶段，希望能进入全
球市场竞争，成为主流的操作系统产品，并且在全
球范围内实现中国的操作系统生态。与全球一流厂
商能同台竞争。

这可能需要十年，甚至可能不止十年，但是我
们有这样的心理准备，需要长期和持续的投入。

要实现统信软件的十年的发展的标，其实最核
心的就是要建设一个基于统信 UOS 的开放生态。

过去一年中统信的生态得到了迅速发展，这里
有一些数据，统信软件建设了三个适配中心，分别
在北京、武汉和广州。在这个生态里，除了开发操
作系统以外，我们还开发了 40 多款软件，其他的
都是我们合作伙伴提供的，包括服务器、整机、终
端、板卡、部件。我们的生态网站已经有 7 万个注
册用户，有厂商的也有开发人员，其中有 6 千多个
厂商和机构通过了实名认证，目前有超过 1500 家

合作伙伴正在推进超过 2 万种的适配，目前已经完
成了其中 13000 多种，涉及到 2291 款软件，外设
2256 种以及 6000 款其他适配任务，这个生态发展
是很迅猛的。

同时我们也推动了主要的中国应用厂商对国
产操作系统的生态支持。国内主要互联网应用厂
商包括腾讯、阿里、百度、网易、搜狗已经把他
们典型的软件产品移植到了中国自己的操作系统
和芯片上。

统信软件的生态目前在国内还是占据了比较大
的优势：目前统信软件的生态适配超过 13900 套，
所有适配数据都是针对于我们现在正式发布的统
信 UOS V20 的操作系统，其他厂商与操作系统相
关的适配数量不到 4000 套。适配的产品种类和数
量，桌面这块我们完成了超过 1 万套的适配，超过
2721 款 产 品， 服 务 器 完 成 了 3637 条 适 配， 涉 及
1241 款产品。从官方发布的数据来看，统信软件
在生态适配的成果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现在统信的统信 UOS 的生态突破很庞大了，
从种类上来说有 7 大类，第一类是我们上下游的
合作伙伴 CPU，国内目前的 7 款 CPU 和统信软件
都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整机方面，目前所有从事国
产化市场的整机厂商都与统信软件有官方的适配，
他们绝大部分机型都已经完成了适配或正在推进适
配。外设方面，除了国内的外设厂商外，国外的外
设厂商包括惠普、佳能、爱普生也在支持我们的产
品；在大数据平台、云平台方面，国内知名厂商都
在做适配和认证工作；应用软件方面，除了通用的
软硬件，业务软件非常重要，明年我们会把对各个
行业用户、部委用户的业务软件的适配作为公司生
态建设的下一个重点。

中国一定要拥有我们自己的基础软件生态，从
而真正地掌握信息产业的主导权和发展权，我非常
感谢在座的各位用户和合作伙伴在过去一年当中对
统信软件生态建设的支持，希望大家在未来能够继
续一起努力，不光是建设统信的生态，而是建设中
国的基础软件的生态，拿回我们的发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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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信桌面操作系统专业版 V20（1030）发布：

邮件客户端、安全中心等新功能上线
◎ 统信软件 产品部

近日，统信桌面操作系统专业版 V20（1030）
发布。

与上一版本（1022）相比，统信桌面操作系统
专业版 V20（1030）对于触控屏、触摸板、快捷键
的交互规则进行了统一，多款自研应用兼容了这些
新的交互规范，文件管理器上线全文检索功能，蓝
牙新增了文件传输的支持，计算器支持了科学计算
功能，还新上线了自研的相机、磁盘管理器、安全
中心、邮件客户端等应用，带给用户更为流畅易用
操作体验。

此外，在这个版本中我们修复了已知的各种问
题，并对现有的产品功能进行了优化。

在宏观性能方面，统信 UOS 专业版 1030 优化
了启动时间、安装时间、CPU 占用、内存占用、应
用启动响应等统整体性能表现。在微观性能方面，
统信 UOS 专业版 1030 进行了从内核到系统的代码
优化，带来了 Benchmark 跑分测试分数的显著提升。

在安全性方面，本次发布将修复专业版上个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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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的漏洞，执行更为严格的漏洞扫描测试。预装
安全中心支持病毒扫描、USB 接口管控、网络监控
等用户级安全防护。增加了内核安全接口支持，自
启服务管理等底层安全能力，全方位提升系统安全
防护等级。

统信 UOS 专业版 1030 真正实现从应用生态丰
富性、高性能、交互体验的全面升级，不负您的每
一次期待。

磁盘管理器
磁盘管理器是一款统信自主研发的磁盘管理应

用，相对于传统磁盘管理器，界面设计更为简洁、
美观，功能分布结构清晰简单易懂，用户操作使用
逻辑更为简单容易上手，让用户可以便捷管理和使
用好自己的磁盘。 

有故障疑虑时可通过磁盘健康扫描功能，对磁盘进
行扫描发现问题并精确定位问题所在。

安全中心

功能上为用户提供了磁盘分区管理能力，支持多
种接口、介质类型、连接方式的存储设备进行磁盘级
别的管理，用户可自行调整或新建磁盘分区大小。

对于磁盘数据管理，提供格式化、挂载、卸载
能力，支持分区的新增创建、容量调整、删除、格
式化、隐藏等常规功能。如磁盘出现问题或对磁盘

安全中心为操作系统安全集中管理核心，为系
统提供安全防护、安全检测、病毒查杀、外接存储
设备、账户安全、网络访问权限提供了一站式管理
策略能力，全方位为用户提供不同维度的安全防护
管理策略。

用户可使用安全中心对操作系统进行全盘或自
定义安全检测，对所存在的病毒进行查杀与修复保
障系统安全。网络可通过安全中心对计算机对外访
问或访问本机权限进行管理。

基于用户数据安全与账户安全，用户可通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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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安全管理模块对安全中心对外接存储设备进行
权限管控，限制数据存储类外接设备使用权限与账
户登录密码安全策略。  

邮箱

邮箱客户端是统信面向用户提供安全、稳定、
快速、便捷电子邮件服务的自研软件，可以绑定多
个账号并已经支持市面上常用的通信协议 POP3、
IMAP、STMAP。技术领先，收发及时，抄送、转发、
草稿等基本功能一应俱全。

全文搜索功能更快、更准、更好用。对不在通
讯录的联系人可以模糊匹配自动补全，强大的反垃
圾邮件功能，自定义黑白名单让你远离垃圾邮件的
干扰。

数据安全上，可以单独为您的邮箱增加安全锁
还可以在收发邮件时选择是否显示收发件人在通讯
录中的姓名。

相机
相机应用是 UOS 一款全新自研应用，简单易用

的摄像头应用工具。基于用户场景个性化需求提供，
支持拍照、录制视频，自定义分辨率、延时拍照等
功能。

相机应用支持多个摄像头接入，图片格式支持

jpg， 视频文件格式支持 webm，应用流畅。是办
公场景下摄像应用小能手。 

功能优化与更新
DDE

新增触控手势支持：滑动加速、一指底部侧边
缘划入、一指移动拖拽、一指长按绑定鼠标右键菜单；

修 改 本 地 用 户 关 联 union ID 策 略： 关 联 新 
union ID 需要再次同意隐私协议 ；

新增键盘和语言快捷键功能设置；
新增时间日期格式设置功能；
网络连接状态任务栏、控制中心功能交互完善；
锁屏界面 UI 优化 - 关机图标和重启图标更换；
窗口模式左侧所有快捷图标鼠标悬浮显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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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控制中心 - 电源管理新增性能模式设置项；
控制中心蓝牙模块新增传输文件功能。
 

桌面组件
优化了任务栏交互规则；
优化了启动器 UI 交互；
优化了任务栏响应性能；
任务栏启动器适配了触控屏；
优化了锁屏 UI 交互。
 

文件管理器
新增全文检索功能，搜索文件内容查找文件；
文件管理器文件图标增加角标；
共享名添加命名限制规则；
新增图片预览格式支持 .djvu；
优化了计算机属性窗口展示信息；
桌面水印效果优化；
优化了保险箱功能，在系统锁屏时自动上锁；
新增了移除可移动存储设备成功的提示；
优化了桌面图标排序规则；
新增文件发送规则禁止外部超长文件名发送；
优化了搜索响应速度；
优化了系统资源利用率。
 

应用商店
优化了应用商店页面打开响应速度。
 

音乐
新增触控屏和触摸板功能支持；
优化了启动和操作响应速度。
 

影院
影院新增触控屏、触摸板功能；

提升影院应用响应性能。
 

截图录屏
新增截屏录屏触控屏、触摸板支持；
支持联系人调用截图功能。
 

看图
新增触控屏、触控板功能交互支持。
 

相册
新增触控屏、触控板功能交互支持。
 

画板
新增触控板功能支持。
 

文档查看器
新增全屏模式，提升用户阅读使用体验；
新增支持 DJVU 格式文件查看；
提升应用启动速度；
移除注释书签功能；
新增触摸屏功能，支持单指点击、拖拽、上下

滑动、左右滑动操作交互；
新增触控板功能，支持一指、二指、三指操作

交互。
 

文本编辑器
优化了文档打开响应速度；
新增列编辑功能；
新增颜色标记功能；
新增显示空白字符、制表符功能；
新增触摸屏、触控板功能支持。
 

终端
新增触控板、触摸屏交互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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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通过手势新建窗口；
支持通过手势新建工作区；
支持终端远程管理功能；
支持自定义命令。
 

联系人
优化了查询帐号时，隐私信息的展示：如被搜

索账号非好友，则不显示详细信息；
优化会议结束时展示倒计时；
强化会议结束提示，驻留时长延长为 15S；
增加聊天时图片和文件传输失败重试的功能；
增加聊天窗口截图的功能。
 

语音记事本
支持文本翻译功能；
增强了语音朗读和听写功能；
增加了主菜单隐私协议的展示；
主菜单增加设置功能，可对声音来源进行选择：

系统声音，麦克风声音；
笔记详情页字体字号随系统设置适配优化；
优化了应用启动速度。
 

帮助手册
支持显示文档更新时间和应用版本号；
窗口显示优化：只在一个窗口内显示；
正文左侧导航栏支持鼠标 hover 效果；
优化帮助手册首页应用排序；
优化帮助手册内容定位跳转交互；
优化帮助手册搜索交互体验。
 

桌面智能助手
新增对日历插件的支持；

新增多次对话功能；
新增音源扩展增加童声功能。

系统监视器
新增支持触控板手势功能，通过手势可切换系

统进程、系统服务；
新增触摸屏交互功能，通过手势可搜索进程、

结束进程。
 

设备管理器
设备管理器提升硬件性能，对硬件信息采集速

度、准确性提升；
设备管理器新增应用界面层级与标识分类，优

化界面展示布局。
 

日志收集工具
新增适配触摸屏和触控板手势操作功能，支持

通过手势进行查看日志、筛选日志、导出日志；
新增导出成功提示功能。
 

打印管理
新增打印耗材余量信息查询。
 

打印预览
优化打印预览组件。
 

日历
新增日历插件，支持在桌面智能助手通过语义

识别进行新建、查询、修改、取消日程。
 

计算器
支持键盘、触控板、触摸屏输入，在键盘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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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符号容错。
 

字体管理器
新增支持触控板手势、触摸屏交互功能；
支持手势安装、删除、导出、收藏字体。

归档管理器
代码格式的大文件包压缩时间优化；
新增触摸屏、触控板和键盘交互规范的支持；
支持压缩 / 解压操作暂停 / 继续功能；
支持压缩 / 解压后删除原文件；
支持 zip 格式压缩；
支持创建中文密码；
支持压缩包中追加（添加、删除）文件。
 

软件包安装器
支持安装某些 mysql 包时，弹出配置项和用户

引导；
支 持 在 触 控 板 手 势、 触 摸 屏 下， 安 装 和 卸 载

deb 包。
 

欢迎
新增支持触控板手势、触摸屏交互功能；
支持通过手势和触屏进行播放视频，桌面样式、

运行模式、图标主题的设置。
 

服务与支持
在自助支持页面底部展示“隐私政策”及“统

信帐号使用协议”；
新增在线客服和留言咨询对于登录状态的限制；
新增在线客服对于授权激活条件的限制；
在联系我们的页面中，二维码更新为技术服务

部公众号。
 

备份还原
支持 shell 备份还原。
 

安装器
服务器文件系统默认 xfs；
新增产线环境下对 nvme 和 sata 协议分区自动

分配；
优化了系统镜像安装流程：效率提升 30%。
 

授权管理
新增在无网 / 有网状态下，安装系统后默认为

试用期；
优化授权管理激活心跳同步；
解决了授权和 AB-Recovery 分区还原方案的冲

突问题；
优化了移动端手机扫码激活逻辑。
 

关于我们
统信软件专注于操作系统等基础软件的研发与

服务，以“打造操作系统创新生态”为使命，致力
于为不同行业的用户提供安全稳定、智能易用的操
作系统产品与解决方案。

统信 UOS 已得到国内主要 CPU 厂商、重点整
机厂商、主流应用厂商的全力支持，围绕统信 UOS
打造的软硬件创新生态优势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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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信服务器操作系统 V20
企业版（1030）发布更新

◎ 统信软件 产品部/文

近日，统信服务器操作系统 V20 企业版（1030）
发布更新。

统信服务器操作系统 V20 企业版（简称：统信
服务器企业版）是一款全面适配国内主流处理器，
用于构建信息化基础设施环境的操作系统软件，广
泛应用于党政军、金融、电力、电信、交通、教育
等领域。

本次更新，我们兑现了对系统安全的承诺，修
复了大量 CVE 安全漏洞，现在统信服务器企业版在
AMD64、ARM64 和 MIPS64 架 构 CPU 上 运 行 得 更
加安全稳健。

同时，在系统性能和系统易用性上进行了大量

调整和优化，对周边软件生态进行了完善性适配，
大大提升了系统整体表现。

安装部署

我们调整了网络配置选项，将它从之前的安装
后配置提前到安装前配置，使安装部署过程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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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升级
基于服务器操作系统产品的运行环境和服务对

象，建立健全了补丁修复与漏泄扫描修复管理机制。

通过每月对上游公告、业界安全动态、安全评
估工具等渠道的信息收集，整理需要跟进的系统补
丁和 CVE 漏洞，并按照严重等级、优先程度进行逐
一处理修复、测试验证，以及推送更新。

内核新特性
新增基于 LSM 的安全接口；
新增对慧荣科技 SM 系列显卡的支持；
新增对网讯网卡的支持。

生态适配
本次更新对周边软件进行了完善性适配，丰富

了统信服务器企业版的软件生态。
云平台适配；
高可用软件适配；
流行数据库适配；
系统监控软件适配；
Web 应用服务适配；
其他大量软件适配。

性能提升
在系统性能上我们进行了大量的优化，系统性

能大幅提升。
操作系统综合性能提升；CPU 利用率提升；内

存 IO 提升；磁盘 IO 提升；网络吞吐率提升。

此外，我们还对应用商店、文件管理器、打印
管理等进行了优化，使用体验进一步提升。

统信服务器企业版产品将持续向云、虚拟化、
容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提供基础软件
支持，充分基于应用场景中用户业务的运行特征、
性能要求提供更优的解决方案和运行性能，为企业
客户持续创造新的价值。



统信·行动

14 2020.12

统信软件助力研华
荣获“中国芯应用创新大赛”一等奖

◎ 统信软件 市场部/文

11 月 27 日，中国芯应用创新高峰论坛暨 2020
中国芯应用创新设计大赛 (IAIC) 颁奖典礼隆重举行。

历 时 9 个 月， 经 过 全 国 超 过 300 个 项 目 报 名
角 逐， 研 华 科 技 研 发 的 搭 载 统 信 UOS 和 瑞 芯 微
RK3399 SoC 平 台 的 ROM-5780-SMARC 核 心 模 块
荣获一等奖。

研 华 ROM-5780 支 持 统 信 操 作 系 统 UOS 和
deepin 操作系统，可在统信 UOS 上实现 AI 边缘计
算解决方案，例如人脸识别、文字识别、物体检测、
动作检测等。ROM-5780 采用严苛的工业设计，支

持宽温环境（-20℃ ~85℃），可适用于智慧医疗、
智慧城市、智慧交通以及多重环境恶劣场合等。

研华是全球智能系统产业领导者，统信软件是
自研操作系统领军企业，双方互为重要合作伙伴，
目前，统信软件与研华已经在金融、交通等行业市
场开展了密切的合作。

未来，双方将基于统信 UOS 构建更多工业物
联网解决方案，共同推动工业嵌入式领域的创新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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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信软件获“2020 年度最佳信创品牌”
◎ 统信软件 市场部/文

11 月 28 日，为加速推进中国信创产业发展和
生态建设，「信创中国」携手「北大创新评论」联
合主办的 2020 中国信创产业发展峰会在北京召开，
本次会议以“不止不行 • 不破不立，自主创新 • 
生态突围”为主题，统信软件研发总监、武汉研发
中心负责人王耀华受邀发表演讲。

王耀华在现场发表《根植中国，打造操作系统
创新生态之路》的演讲，分享了统信 UOS 产品及生
态建设情况。

统信软件核心研发团队具有十多年的操作系统
技术积累，打造的统信操作系统 UOS 具备美观易用、
生态完善、安全稳定的优势，深受政企用户喜爱。

目 前， 统 信 UOS 完 成 各 类 软 硬 件 产 品 适 配

3800 余 款， 已 具 备 Windows7 替 代 能 力。 此 外，
统信软件基于统信 UOS 构建了完整认证培训服务
体系，联合业内合作伙伴共同打造“统信学院”品牌，
服务于高质量信创产业人才的培养。

在本次大会上，统信软件被评选为“2020 最佳
信创品牌（产品）”，这个奖项由信创中国评审委
员会根据企业品牌（产品）在信创领域的影响力进
行的评选，统信软件荣获此奖乃实至名归。

今年，统信软件在党政领域持续发力，市场占
有率一直保持领先态势，在金融、电力、电信、交通、
教育等行业也呈现爆发之势。统信 UOS 已成为信
创领域家喻户晓的领军产品，是政企面向信创转型
发展的首选操作系统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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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登榜首！ deepin 荣获
“2020 年度中国开源最佳人气项目”

◎ 统信软件 市场部/文

近日，2020 年度 OSC 中国开源项目评选“最
佳人气项目”正式揭晓。统信 UOS 社区版操作系
统 deepin 成功入选，并荣获基础软件类第一名。

在开源中国组织的多次“年度最受欢迎中国开
源软件”中，deepin 连续入围榜单，2019 年荣登
榜首，今年再次卫冕。通过历年榜单也不难看出，
deepin 团队一直在不断进步，deepin 越来越受到
大家的喜爱。

deepin 历年名次 ：
2020 年  第一名
2019 年  第一名
2018 年  第六名
2017 年  第九名
deepin 发展至今，累计发布了 40 个版本，持

续更新 190 多次，支持 33 种语言，原创应用 44 款，
贡献开源代码超过 1000 万行，全球真实用户超过
100 万。

桌 面 环 境 DDE 广 受 国 内 外 用 户 喜 爱， 已 经 被
移 植 到 包 括 Archlinux、OpenSUSE、Ubuntu、
LinuxMint、Fedora、Manjaro 等 主 流 Linux 发 行
版中。

deepin 在国内外影响力持续提升，在全球拥有
20 万注册用户，8 个海外社区，在 40 个国家拥有
125 个镜像站点，在全球开源操作系统排行榜上稳
居前十，也是排名最高的来自中国的社区发行版。

未来，我们将不负众望，更加努力，继续做大
家爱用、好用的操作系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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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育英才， 
统信软件荣获“企业突出贡献奖”

◎ 统信软件 市场部/文

11 月 4 日 至 5 日， 第 九 届“ 中 国 软 件 杯” 大
学生软件设计大赛（以下简称“中国软件杯”）暨
2020 中国软件产教互动高峰论坛在常州举行。

“中国软件杯”由工信部、教育部、江苏省人
民政府主办，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江苏
省工信厅、江苏省教育厅、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
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信息技术新工科产学研联
盟承办，旨在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和产业需求有效
衔接，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本次大赛，统信软件是唯一一家通用操作系统
领域的赛题出题单位，经多轮答辩评选，最终，来
自四川大学、江苏科技大学、中山大学、山东科技
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太原理工大学、河海大
学（常州）、石家庄铁道大学、淮南师范学院等高
校的十支参赛团队入围本赛题（Linux 下基于签名
技术的软件保护）总决赛。

在 2020 中国软件产教互动高峰论坛上，统信
软件荣获“企业突出贡献奖”，这是对统信软件深
入参与大赛，助力创新人才培养，推动产教融合发
展等方面所做作出贡献的嘉奖和鼓励。

信创产业发展大潮已来，市场前景广阔，自研
操作系统也成为相关高校 / 专业的“必点”课程。
作为自研操作系统领军企业，统信软件与高校一直
保持紧密合作，今年，统信软件面向高校已开展了
数十场免费培训活动，未来还将通过共建实验室、
课程实训等多种校企合作方式，增强产教互动融合，

助力高校信创人才培养。
统信软件作为《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专业人员能

力要求》团体标准起草组成员单位，长期参与“信
创从业人员标准”制定工作，可为高校更加精准地
培训信创产业所需要的优质人才。

人才是我国信创产业快速发展的基础，高校作
为创新和人才的汇集中心，加强对信创人才的培养
将有利于我国信创产业走得更稳、更远、更快。

统信软件将发挥自身优势，大力推进信创领域
专业技术人才培养，继续强化与高校的合作，推动
信创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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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为 HC 大会 , 统信软件揭秘最新成果
◎ 统信软件 市场部/文

近日，2020 华为全联接大会召开。在本次大会
上，统信软件展示了最新统信操作系统 UOS 以及
解决方案。

从第一天开始，统信软件展台就持续受到了与
会嘉宾的关注，统信 UOS 美观易用的产品设计、
丰富的软硬件生态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与肯定。

在大会开始前 ，小编就“透露”了现场有神秘
整机产品和应用展出，参会的小伙伴肯定都看到、
体验到了。

没有亲临现场的小伙伴也不用担心，下面就跟
着小编一起逛逛统信软件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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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亮点展品四：华为泰山服务器
本次小编还注意到华为展台展示了鲲鹏泰山服务

器产品。统信软件是最早与华为鲲鹏合作的操作系统
厂商，率先完成对鲲鹏泰山服务器的适配。目前，统
信 UOS 已完成基于鲲鹏处理器的整机、应用、外设的
适配超过 1000 款。

神秘亮点展品一：华为盘古台式机
本 次 展 出 了 基 于 华 为 鲲 鹏 920+ 统 信 UOS 

V20 的华为盘古台式机产品，在这个台式机上操
作的感受就是快，软件多，体验棒。相信现场的
很多朋友都体验到了它的不同之处。

华为盘古台式机做工精良，搭载统信 UOS
运行流畅稳定、软件生态丰富，是党政办公应用
领域的“必备”良品。

神秘亮点展品二：华为擎云 L410 笔
记本

基于华为麒麟 990 处理器，搭载统
信 UOS 的擎云 L410 笔记本。这款笔记
本轻薄有质感，一键指纹解锁，隐藏式
摄像头、高屏占比等潮流设计，操作体
验上更是没的说，值得期待。

神秘亮点展品三：华为云 FusionAccess 桌面云
本次统信软件还展出了在华为平板上的华为云 FusionAccess 桌面

云应用。
华为云 FusionAccess 桌面云支持手机、Pad、便携等多样化终端随

时随地接入统信 UOS 桌面，可持续为客户带来安全高效的数字化办公新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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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省长林武莅临统信软件山西子公司
进行调研

◎ 统信软件 市场部/文

10 月 15 日，以“创新引领创业，创业带动就业”
为主题的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山西分会
场活动在智创城正式拉开帷幕。从 10 月 15 日 21 日，
山西省的双创活动周与全国同步举行。

山西省委常委、省长林武，副省长胡玉亭，省
政府秘书长王纯，省政府副秘书长韩春霖，省发改
委主任刘锋以及各省厅厅长出席了本次活动。  

启动仪式结束后，山西省政府领导一行莅临统
信软件山西子公司，统信软件董事长王继平向各位
领导嘉宾介绍了公司的发展情况。

林武省长对统信软件的创新发展表示了充分的
肯定。王继平董事长表示，统信软件将继续打造优
质产品，携手生态伙伴助力我国信息技术应用创新
发展。

山西省政府领导一行还参观了统信软件华北区
通用软硬件适配认证中心，在联动展示厅内，来自
中北大学、阳煤联创、华为、百信、曙光、龙芯、
兆芯、大华、电信、绿盟、航天 706、可信 207、
海尔、锐捷、深信服、研华、安勤、怡化、恒银科技、
翰高、北信源等统信软件生态伙伴均展示了基于统
信 UOS 的产品与解决方案，体现了统信 UOS 卓越
的产品性能和丰富的适配生态。

本次活动上，统信软件与阳煤联创签订了战略

山西省省委常委、省长林武出席启动仪式

山西省省委常委、副省长胡玉亭出席启动仪式

山西省领导莅临统信软件山西子公司参观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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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协议，第一批合作试点项目已经启动。

统信软件入驻山西综改区以来（入驻山西综改示范区   统信软件助力山西转型发展），得到了山西省
各级政府及生态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并成功的举办了首届山西省信创论坛（稳抓信创机遇，山西信创论
坛成功举办）。

统信软件将继续强化与山西信创企业的合作，加快推动产业生态构建，为山西信创产业发展注入强劲
动力。

阳煤联创基于统信 UOS 打造的能源信息化解决方案

山西省领导参观统信软件华北区适配中心展厅 统信软件董事长王继平为领导介绍统信 U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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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人才交流中心信创培训班结课
◎ 统信软件 市场部/文

10 月 14-16 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
心、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主办，统信软件技术有
限公司协办的“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基础软件应用”
专项培训班在广州举行。

本次培训涵盖了产业发展趋势、基础软硬件产
品与解决方案，案例分析等内容。来自各地相关政
府部门、科研院所、行业协会、产业联盟的相关负
责人、软硬件厂商、应用开发商、集成商等单位的
信 创 工 作 技 术 骨 干 等 一 百 余 人 参 与 了 本 次 培 训 活
动。

本次培训得到了中国软件测评中心信息技术应
用创新工程中心、北京赛迪时代信息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工信部电子第五研究所、人民邮电出版社信
息应用出版分社，还有统信软件、中望 CAD、龙芯
中科、金山办公、数科网维、通用软硬件适配测试

中心（广州）、广电运通、广州无线电集团、广州“鲲
鹏 + 昇腾”生态创新中心等机构和信创产业链头部
企业的大力支持。

统信软件积极参与工信部人才交流中心信创产
业人才培养工作，作为本次活动的协办单位，统信
软件多个部门及负责人深度参与了培训工作。

统信软件副总经理张木梁发表了《打造中国操
作系统创新生态》的演讲，并介绍了我国自研操作
系统的发展现状、统信操作系统的特点与适配成果。

目前，统信操作系统在党政军、金融、电力等
关 键 行 业 应 用 广 泛， 适 配 的 各 类 软 硬 件 产 品 超 过
3000 款，生态建设成效显著。2020 年以来，统信
操作系统在党政等行业的市场占有率一直处于领先
态势，已成为自研操作系统首选品牌。

工信部人才交流中心教育培训处

处长林恩雪在开班仪式上发表讲话

统信软件副总经理张木梁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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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信软件培训部总监秦冰发表《统信学院培训
认证体系》的演讲，深入讲解了统信软件培训及认
证体系的建设情况。

统信学院已建立了完善的培训认证体系，认证
涵盖了云计算、研发、信息安全、项目管理、讲师
等多个序列，每个序列又分为统信 UOS 认证操作
系统管理员、统信 UOS 认证操作系统专业人员、
统信 UOS 认证操作系统专家等认证等级。

此外，统信学院还是工信部人才交流中心操作
系统方向唯一签约单位，合格学员可获得由工信部
人才交流中心和统信软件联合认证的等级证书。

统信软件广东子公司总经理朱靖介绍了统信应
用商店私有化部署、终端域管平台、统信云打印等
解决方案的部署与应用情况。

培训班学员们还在广东统信软件公司参加了现
场座谈会并参观了通用软硬件适配测试中心广州分
中心，与统信软件相关部门负责人零距离沟通交流，
并现场体验统信 UOS 产品与解决方案。

信创人才培养是信创产业快速发展的保障，是
构建信创产业生态的必要支撑。统信软件积极配合
并参与工信部人才中心的信创人才培养工作，助力
国家信创产业快速发展。

统信软件培训部总监秦冰发表演讲 统信软件广东子公司总经理朱靖发表演讲

现场座谈会 参观统信软件通用软硬件适配测试中心广州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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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信为上汽乘用车信创实验室“加油提速”
◎ 统信软件 市场部/文

2020 年 11 月 13 日，上汽乘用车国产化（信创）
实验室启动会成功举行，上海国资委主任王宇颖，
上汽乘用车信息部总监杨敏、副总监强斌，华为鲲
鹏生态发展部战略总监张海峰，统信软件行业部华
东总经理焦苏蒙等出席启动会，共同研究制定上汽
乘用车国产化发展标准。

上海国资委主任王宇颖分享了自己在信创领域
的经验，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建设性意见，同时也对
上汽乘用车信创实验室寄予非常大的期望。希望信
创厂家和上汽乘用车共同配合，输出更多成果，成
为行业标杆。

统信软件行业部华东总经理焦苏蒙介绍了统信
软件的相关情况，统信软件通过产品和技术的长期
积累，目前积极探索信创工作在央企、国企及行业
头部客户的应用与落地，统信 UOS 操作系统产品
及配套解决方案也已经从党政军扩大到金融、电信、
电力、交通、教育等行业领域。

在生态适配和信创实验室的建设方面，统信软
件可协助客户建设统一的测试环境，协助客户开展
信创产品的适配迁移及创新工作。

上汽乘用车作为国资委重点企业、国产汽车的
先驱，不仅在汽车领域实现了国产化，在信息化建
设方面向信创转型发展也非常积极，在业内率先展
开信创实验室建设，是汽车行业的第一个信创实验
室。统信软件将以此为契机，积极为上汽乘用车信
创实验室的建设贡献统信经验和方案。

会上，上汽乘用车信创实验室设立了专家组，
上海国资委领导、上汽信息化部门领导及华为、统
信软件为专家组成员。

统信 UOS 已成为各行业用户的全新选择，统信
软件愿意协助各行业客户构建信创创新平台，推动
企业加快信创转型发展。

上海国资委主任王宇颖现场分享

统信软件行业部华东总经理焦苏蒙参与分享交流

上汽乘用车信创实验室专家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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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通用软硬件适配认证中心：
启动全新认证，全面加速创新生态建设

◎ 统信软件 市场部/文

近日，国家通用软硬件适配认证中心完成了与
国内 CPU 厂商全面共建统一生态的启动工作，并已
开始了首批适配认证。

新 的 认 证 将 基 于 通 用 软 硬 件 适 配 认 证 中 心 的
“OS+CPU”联合认证基础，实现“联合适配，多
方认可，统一调度，生态共建”的生态建设布局，
将大幅提升软硬件产品的适配进程，是中国信息产
业生态建设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近年来，以自研 CPU、OS 和生态软硬件为基
础的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崛起，国内产品在设计、
性能和体验上已经和国外主流产品接近，但在软硬
件生态规模还有一定的差距，与国外成熟的生态圈
相比，国内生态基础薄弱、发展缓慢，构建自主软
硬件创新生态成为当前的首要任务。

目 前， 龙 芯、 兆 芯、 申 威、 华 为、 飞 腾 等
CPU 企业都针对各自 CPU 平台进行了生态产品适
配工作，但产品厂商在适配过程中，仍面临多架构
多次适配、适配资源不集中等问题，资源优化亟待
提高。

2019 年，国家通用软硬件适配认证中心正式成
立，该认证中心立足信息技术应用创新生态的长远
发展，为国内整机、板卡部件、基础软件、外设、
应用软件、云平台等提供“OS+CPU”的兼容性适
配服务、测试服务及认证服务，为快速构建适配生
态提供支撑。

国 家 通 用 软 硬 件 适 配 认 证 中 心 自 启 动 运 行 以
来，得到了统信软件、龙芯、华为、申威、兆芯、

飞腾等核心基础软硬件企业大力支持，目前已对接
上万家合作厂商、数千家伙伴的近万款产品在适配
中心进行了适配认证。

日前，在统信软件和多家核心芯片企业的共同
努力下，联合适配认证机制已经构建完成，真正实
现了“联合适配，多方互认”。

联合适配认证机制创造性地解决了一款产品多
个 CPU 平台多次认证的问题，大大缩减了多平台适
配认证的繁冗环节，大幅提高了适配认证效率，并
得到了政府主管部门、各信创企业的高度认可。

在统一规范、资源共享的合作基础下，适配中
心通过统一适配信息管理系统与联合认证伙伴开展
联合运营，实现信息同步和工作流程的统一，切实
实现了“统一调度，生态共建”的工作目标。统信
软件、龙芯、兆芯、申威等核心基础软硬件厂商成
为首批加入联合适配认证的企业。

 生态的构建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一两家企业
就可以做成的事情，需要大家同心协力，长期坚持，
国家通用软硬件适配认证中心将为生态建设提供更
多资源、人才和平台支撑，为我国信息技术应用生
态建设加油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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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3 日，统信软件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成功举办“开
放·成长—2020 统信 UOS 生态大会”。来自政府主管部门领导、
院士专家、合作伙伴、用户单位、媒体记者等近千人齐聚现场，
共同见证统信 UOS 生态建设成果，探讨信创产业发展与生态建
设之道，郎永淳担任本次主论坛的主持人。

 
统信软件董事长王继平首先代表主办方致欢迎词并宣布大

会正式开幕。王继平表示，这是统信软件首次召开的生态大会，
统信 UOS 作为国内自研操作系统的代表，将对中国在世界科技
领域的追赶和超越作出贡献。

超强阵容：领导专家齐聚大会
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出席大会并发表致辞。他在致辞中

表示，统信 UOS 是整个软硬件的核心系统，承上启下，起着指
挥作用。他强调，操作系统必须自主研发，还要重视多方面构
建安全、可信的网络体系。

百万瞩目 , 盛况空前
统信 UOS 生态大会成功举办

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发表致辞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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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专门录制视频为大会致辞。他表示，
2020 年，统信 UOS 在商业模式、产品和技术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
在操作系统、软硬件、生态建设上更加的开放。在目前信创产业高
速发展的情况下，快速的迭代优化是产品走向成熟的必要途径，统
信软件正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前行。 

工业和信息化部巡视员王少朋在致辞中表示，软件是信息技术之
魂、网络安全之盾、经济转型之擎、数字社会之基。面对当前复杂的
世界格局，近年来，在用户单位和业界的共同努力下，我国自主信息
技术产业得到较快发展，自研操作系统通过不断的迭代优化，稳定性
和易用性大幅提升，配套的应用生态日渐成熟，已经能够满足日常办
公的需求。

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中心主任付京波表示，统信
软件作为信创核心企业，近年来在技术研发、产品迭代、应用适配、
生态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成绩，为推动信创技术和信创产品从

工业和信息化部巡视员王少朋致辞

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中心

主任付京波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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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到好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与此同时，统信自身的产品在实
际应用中得到了用户有效验证和认可。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信息化与软件服务业处处长尤靖表示，
操作系统作为信息领域最重要的系统软件，是构筑信息产业生态、
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关键部分之一。北京信创产业链条
完善，核心环节突出，经开区信创园聚集了包括统信软件在内的
60 余家信创领域的核心企业，成为国家信创产业的发展高地。

开放成长：统信 UOS 生态蓬勃发展
大会上，统信软件总经理刘闻欢发表《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统信操作系统发展之路》的主题演讲。他介绍了我国操作系统产
业发展情况以及统信 UOS 的生态建设成果。目前，统信软件已经
与 1500 多个合作伙伴开展 20000 余次适配。

刘闻欢表示，操作系统生态受制于人不仅仅只是一个信息安
全问题，更是信息产业的发展权问题，统信软件要建设一个开放
的生态系统。

在 大 会 上， 刘 闻 欢 提 出 了 统 信 软 件 未 来 十 年 三 步 走 路 径：
2020-2022 年：圆满完成国家各关键行业的支撑需求，市场占有
率第一，用户超千万量级，成为中国操作系统领军企业；产品能
力超过 Windows7/8 系统。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信息化与软件服务业处处长尤靖致辞

统信软件总经理刘闻欢发表演讲

统信软件董事长王继平发表演讲

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杨太恒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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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5 年，发展中国 2B2C 市场应用，中
国市场占有率 30%；成为全球排名前三的独立操作
系统企业；达到国际主流水平，形成独立发展的中
国操作系统生态与社区。

2026-2030 年， 统 信 UOS 力 争 成 为 全 球 主 流
操作系统产品；实现全球范围的基础软件生态；产
品与解决方案覆盖全应用领域，与国外一流厂商同
台竞技。

面向未来：做自研操作系统的领导者
统 信 软 件 董 事 长 王 继 平 在 大 会 上 发 表 了 题 为

《面向未来的统信软件》的主题发言。他表示，生
态构建是操作系统能否取得成功的核心，未来统信
软件不仅要保持国内自研操作系统领先者的地位，
更要成为自研操作系统的领导者，因此要有长远发
展的战略眼光，不断加大统信 UOS 生态构建。

统信软件将进一步加强与操作系统上下游厂商
的合作，团结更多优秀的硬件厂商和应用软件厂商。
统信软件将坚持开放、成长的生态理念，致力成为
我国操作系统软件的领导者，与各位同仁携手共建
美好的信创生态。 

实操性强：统信 UOS 使用教程发布

大会上，统信软件高级副总经理张磊、人民邮
电出版社总编辑张立科共同登台，正式发布《统信
UOS 操作系统使用教程》，开启统信 UOS 生态建
设发展的新篇章。

这本《统信 UOS 操作系统使用教程》由统信软
件技术有限公司和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编写，倪光
南院士作序推荐，本书内容丰富，实操性强，能够
帮助读者快速上手统信 UOS 操作系统。

统信学院揭牌：完善信创人才生态
操作系统生态建设的关键因素很多，资金、市

场、时机等，但是人才始终是绕不开的核心点。每
一次产业革命时，推动产业向前发展的正是人力资
本，人才也是生态发展的持久动力。

大会上，统信学院正式揭牌成立，这是统信软
件启动的又一项人才生态建设的重大行动。统信软
件总经理、统信学院院长刘闻欢与统信学院执行院
长秦冰共同为统信学院揭牌。

统信软件高度重视操作系统人才的培养工作，
成立统信学院，并构建了完善的培训认证体系，以
信息产业对人才技术和能力的需求为牵引，加快面
向政府、行业伙伴及高校提供优质的培训和专业认证，

《统信 UOS 操作系统使用教程》发布
统信学院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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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多层级的操作系统人才，构筑人才创新生态。

同步助力：成功完成 A 轮 11 亿元融资
大会上，统信软件宣布成功完成 A 轮 11 亿元

人民币融资，本轮投资机构是以亦庄国投领投，其
他多家顶级投资机构共同完成对统信软件的投资。

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太
恒表示，2020 年，亦庄国投积极参与信创产业平台
建设，按照最优服务、最惠集成，在政策推进、资
金扶持、信息互通、设施基建和企业服务等多方面
同步助力信创产业的发展，为信创企业赋能、护航。

携手同行：“同心生态联盟”成立
大会期间，统信软件发起成立“同心生态联盟”，

目前，同心生态联盟已有近 200 家成员单位，涵盖
了芯片、数据库、中间件、应用软件、整机外设、
测试机构等厂商与单位。

现场，华为云、龙芯中科、申威、兆芯、金山

办公、数科网维、同方信息、浪潮信息、中科曙光、
联想开天、方正国际、人大金仓、致远互联、亚信
安全、视源股份、爱普生、金格科技、电科云、阿
里云、天融信、三六零集团、奔图电子、佳能、东
方通、太极计算机、神州信息、蓝凌软件、中望龙腾、
会畅通讯等 30 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携手启动联盟。
（排名不分先后，联盟申请持续开放中）。

统信软件将与各位合作伙伴同心协力、携手同
行、共同成长。同心生态联盟将围绕自研操作系统
等基础软硬件构建创新生态，推进产品生态适配，
为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标准、人才等方面
的支撑服务。同时，联盟将促进企业间团结协作，
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协同推荐，共同推动信
息技术产业项目落地，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  

分论坛：聚焦生态建设与行业发展
在当天下午举行的三个平行分论坛上，来自产

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用户单位、专家领导在会上
共同解锁信创力量，分享行业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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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助力新发展”平行分论坛
在“行业助力新发展”平行分论坛上，统信软

件专家委副主任赵进延作开场致辞，中国信息协会
副 理 事 长 何 华 康、 自 然 资 源 部 信 息 中 心 工 程 师 李
佳 临、 中 国 人 寿 财 险 信 息 技 术 部 副 总 经 理 陈 彬、
广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银信中心项目总监夏葳、
中 国 电 科 信 创 工 程 研 究 中 心 生 态 负 责 人 张 洪 明、
360 政 企 集 团 浏 览 器 事 业 部 总 经 理 霍 海 涛、 华 为
openEuler 社区副理事长邱成锋、山西百信董事长
王宪朝、福昕鲲鹏副总经理张宏、会畅通讯首席技
术官王东宇等嘉宾发表演讲，统信软件高级副总经
理呼和作闭幕致辞。

“合作共赢未来”平行分论坛
在“合作共赢未来”平行分论坛上，中国航天

科工二院七〇六所第七事业部副主任王晓光、统信
学院执行院长秦冰、宝德计算机信创 BU 副总经理
贾瑞祥、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郎文华、
安 徽 商 信 政 通 信 息 技 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副 总 经 理 冯

伟、航天科工网络信息发展有限公司平台中心主任
牛慧博、华宇集团实验室负责人刘昺、永中软件国
产化总经理杨晓亮、神州信息服务业务战略本部总
经理智能服务专家孙建钢等嘉宾发表演讲。在之后
的圆桌论坛环节，来自上海至正科技、陕西要塞科
技等六家企业的嘉宾共同围绕产业合作与发展进行
了讨论、交流。

“生态构建加速度”平行分论坛
在“生态构建加速度”平行分论坛上，统信软

件高级副总经理朱建忠作开场致辞，统信软件副总
经理张木梁、统信软件高级副总经理张磊、龙芯中
科副总裁张戈、华为终端有限公司平板与 PC 产品
线副总裁朱懂东、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 同方信创业
务集团总裁张伟、金山办公副总裁吴庆云、联想开
天董事长兼总经理王俊杰、数科网维总经理王少康、
华为云桌面云解决方案总经理张德、兆芯副总经理
夏飞、浪潮信息生态合作部总经理韩君辉、神州信
创产品中心总监范晓瑞、中望龙腾副总经理王长民、
安恒信息高级副总裁郑赳、无锡先进技术研究院副
总工唐大国等嘉宾发表精彩演讲。

本次大会，统信软件全面展示了生态建设成果，
未来，统信软件将从人力、资金等多方面加大投入，
携手合作伙伴构建起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操作系
统创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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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产 CPU 自主性
◎ 铁流/文

本文主旨为以下三点：

一是回溯龙芯 20 年前为何选择 MIPS。

二是介绍龙芯已经成为 MIPS 生态的维护者和

破坏者。

三 是 分 析 为 何 龙 芯 能 够 符 合 自 主 标 准， 而

KP、FT 购买 ARM 授权受制于人。

龙芯当年为何选择 MIPS

20 年前，龙芯最初只是中科院计算所的一个

课题组，只有十几个人和一间 40 平方米的办公室，

研究目标是设计一款能用的 CPU。当时如果自己

设计一套指令集，将会面对没有编译器、没有操作

系统、没有软件可用的局面，全部都需要自己开发。

由于资金和人员等条件有限，小小的课题组无

法支撑这么大的工程量，当年，胡老师曾经想借鉴

Alpha 定义一套指令集，但唐老师从现实考虑选择

了 MIPS——因为 x86 无法获得授权，而当时的 ARM

还局限于嵌入式，混得还不如 MIPS，架构授权昂贵且

禁止其他厂商修改添加指令集，MIPS 架构授权容易获

得，且 MIPS 非常学院派，允许自主添加指令集，唐

老师当年选择 MIPS 是理所当然的。

根据《龙芯的足迹》一书披露，龙芯从 MIPS 获

得的是永久授权。若 MIPS 主体不复存在则龙芯不需

继续付费，可以一直兼容 MIPS。相对于 ARM 动辄上

亿的架构授权费用，MIPS 的授权费用堪称白菜价。

龙芯能够以如此低的标的获得 MIPS 授权，一方

面与 MIPS 行业地位不够强势、且非常学院派、架构

授权便宜、IP 授权昂贵的授权策略有关。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龙芯剥离了 MIPS 的技术支持服务和各种工

具软件，购买的是“纯净版”指令集授权，才能把价

格压至最低。

龙芯的发展过程中，起初是打算借用 MIPS 已有

的软硬件生态，这与使用 ARM 授权的国内同行们一样。

但没有想到 MIPS 会逐渐淡出主流市场，然而这种出

乎意料的发展，反而给了龙芯留下了更大的舞台。

龙 芯 之 所 以 坚 持 MIPS， 而 没 有 像 FT 那 样 从

SPARC 转投 ARM，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龙芯以 MIPS 架构为基础构建了自己的扩展

指令体系，这些成果无法转移到封闭的 ARM 指令集体

系中；

二是因为龙芯很穷，付不起 ARM 的架构授权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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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龙芯成为了 MIPS 生态坚定的守卫者，许

多开源项目的 MIPS 分支都逐渐把龙芯作为编译平

台，龙芯也为 MIPS 的生态贡献了大量成果。比如前

段时间报道的龙芯对 JAVA 虚拟机的贡献度排名全球

第五，而它前面的几家公司都是甲骨文、谷歌这样

的巨无霸。

 

龙芯是 MIPS 生态的“破坏者”

最初，龙芯从只注重 CPU 研发，然而光有芯片

没有生态显然是无法在市场立足的，在吃了不少苦

头之后，龙芯逐渐步入重视软硬件生态建设的路线。

由于 MIPS 生态本身的衰落，龙芯多年来已经成

为了兼容 MIPS 的唯一的桌面和服务器 CPU 设计者，

在设计兼容 MIPS 的 CPU 的公司中，是唯一的桌面

和服务器软硬件生态的建设者。这种尴尬的“领导

者”身份使龙芯可以心无旁骛地发展自己的生态，

向 CPU 中添加各种新的指令来提升性能和扩展功能，

而不必操心与其它 MIPS 的 CPU 兼容性问题。

龙芯 3A4000 以 MIPS R5 为基础，对 MIPS 基础

指令进行替换，以及自行扩展了 1000 多条指令，发

展出了自己的指令集体系——LoongISA。LoongISA

要 比 MIPS（216 条 基 础 指 令 +311 条 DSP 指 令）

庞大得多，MIPS 只是它的一个子集。上一代龙芯

CPU 只兼容 MIPS R3，如今兼容 R5 大概是准备收割

MIPS 最后的遗产。

龙 芯 与 MIPS 的 关 系， 更 像 是 AMD 与 英 特 尔

的关系。在龙芯对很多软件进行移植优化的时候，

也不忘同时带上其他 MIPS 处理器的支持，在 v8，

OpenJDK 等 JIT 虚拟机中，龙芯都已经成为了整个

MIPS 架构的代码维护者。最近 UOS 也把 Loongson

内核与 x86 内核、ARM 内核并列，其中一项亮眼的

更新是增加了对龙芯 3A4000 的支持。

龙 芯 在 MIPS 的 软 件 生 态 方 面 已 经 获 得 了

一 定 的 主 导 地 位。 龙 芯 成 为 了 Java 运 行 环 境

OpenJDK 13 的一大贡献者，现在维护着上游 MIPS

架 构 和 龙 芯 扩 展 的 代 码。 诸 多 多 媒 体 库， 例 如

FFmpeg,libvpx,OpenH264,libyuv 等，都已经由龙芯

针对自己的 MMI 以及 MIPS 的 MSA 等向量指令进行

优化并提交给上游。有些库支持龙芯扩展指令甚至

比支持 MIPS 的扩展指令还早。Linux 内核的上游也

一样被龙芯生态链成员维

护着。龙芯在开源软件方

面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发言

权与控制权。

MIPS 原本的生态绝

大部分已经是历史，龙芯

如今的软件生态主要是来

自龙芯自己维护的各种开

源项目，以及国内各家软

件开发商对产品的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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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上已经不能再称为 MIPS 软件生态，而应当称为

龙芯生态。事实上，在移植一些软件的时候，已经

要区分龙芯版本和 MIPS 版本了。

在过去的这些年，无论是 Imagination，还是

Wave Computing 都没有在 MIPS 投入多少资源，都

只是在拿 MIPS 的 IP 赚钱，尽可能榨取 MIPS 的剩余

价值，主要精力分别放在各自的主营业务——GPU

和 AI 芯片上。直接的结果就是 MIPS 的 CPU 发展非

常慢，如今，龙芯 3A4000 的性能已经大幅超越了

MIPS CPU，随着时间的流逝和龙芯的发展，MIPS 的

专利会逐步过期，LoongISA 中的 MIPS 基础指令会

被龙芯逐步替换，LoongISA 中龙芯扩展的指令比重

会越来越高，当龙芯生态逐步成型，常用软件普遍

支持 LoongISA 后，LoongISA 则会与 MIPS 分道扬镳，

从这个角度看，龙芯是 MIPS 生态的破坏者。

龙 芯 和 MIPS 关 系 类 似 于 AMD 和 Intel  KP、

FT 则是 ARM 阵营“打工者”

为 何 龙 芯 兼 容 MIPS 可 以 称 为 自 主 路 线， 而

KP、FT 则购买 ARM 架构授权则会受制于人，铁流

认为，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能否掌握指令系统发展权。之前介绍过，

MIPS 本身就是学院派的产物，是第一种商用的精简

指令集，这使得 MIPS 指令比较“古老”，很多专利

已经过期或快过期了。加上 MIPS 非常学院派，允许

其他厂商自主修改或添加指令，这一方面导致 MIPS

生态破碎化，另一方面也给其他厂商更多自主发展

的空间。

这些年，龙芯对 MIPS 的扩展也越来越深入，从

最开始的扩展运算访存以及二进制翻译指令，到后

来的硬件页表索引以及虚拟化指令，再到现在对基

础指令进行更加高效的替换。3A4000 引入的 AMO

原子操作系列指令代替了 MIPS 原先的 LLSC 系列指

令，使得应用多线程操作的效率大大提高。PC 相

对寻址指令则可以解决 MIPS 当前在 PIC/PIE 实现

方面依赖特殊的“abicall”机制效率较低的瓶颈。

Cpucfg 则解决了 MIPS 平台下应用无法识别 CPU 对

扩展指令支持的弊病。龙芯在兼容 MIPS 的同时也在

一点点甩掉来自 MIPS 的历史包袱，从底层创新。这

是其他 ARM 的附庸想都不敢想的。

相比之下，ARM 指令集本身一般不允许客户随

意扩展，而其官方对指令集的演进扩充流程需要复

杂的投票决议，有很长的决策周期，对各种需求无

法作出快速响应。即便国内 ARM 阵营厂商私自添加

指令，也存在被解读为非法指令的风险，不仅无助

于性能提升，反而会带来稳定性问题。不仅仅是指

令集，在 GIC 中断控制器，PSCI 电源管理接口方面

Arm 也有严格的标准限制，厂商的自由度很小。

二是 ARM 非常强势，而 MIPS 非常弱势。ARM

在其建立的产业生态非常强势，当 ARM 推出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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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指令集时，就必须再次购买授权。如果不继续

购买授权，那么当同类 CPU 的其它公司都升级之

后，各家软件开发商也不会死守在老版本的指令集

上不动摇，即使软件有兼容机制可以在老版指令集

的 CPU 上运行，但新版的指令集肯定有加速某些

计算的新指令，这样即使 CPU 核心设计水平相当，

也无法抵消巨大的性能差距，继续使用老版本指令

集就必然会落后于市场。ARM 的阵营唯一特例是

苹果，因为它牢牢掌控了自己的操作系统。假如苹

果把 IOS 授权给其它厂商，或者苹果手机也用安卓

系统，那么它就会立即失去生态独立的优势而泯然

于众人。

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就是 ARM 指令集的主导

权始终在 ARM 手里，其主流生态基本无可撼动，整

个产业链都是跟着 ARM 的步伐走，不可能放弃 ARM

主流生态。在同类产品中，绝大多数用户选择的原则，

永远都是“更新型更先进”。

国内的 ARM CPU 的一种生存模式，就是建设出

国外同行暂时放弃或无力插手的 ARM 桌面和服务器

生态，发展使用 ARM 指令集的桌面及服务器 CPU。

付出巨大的努力之后，也许能够在特定市场上部分

替 代 Intel 和 AMD， 然 而 由 于 使 用 ARM 指 令 集，

那么国外同行也能很快设计出用于桌面和服务器的

ARM CPU，然后以性能和价格的优势把国产 ARM 

CPU 从公开市场中彻底驱逐出去，窃取胜利的果实，

只留下一些受政策保护的小众市场。驱虎吞狼，又

或兔死狗烹。

相比之下，MIPS 则非常弱势，公司已经两度转

卖，新东家 Wave Computing 申请破产保护，MIPS

已经穷途末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可能再干涉到

龙芯的发展。龙芯当前架构同频性能已经与 AMD 

2017 年的 Zen 架构相当，明后年持续改进内核并更

换工艺提升频率就能进一步接近 AMD 水平，已经不

存在性能超越龙芯的 MIPS CPU，它具有很强的不可

替换性，ARM 阵营中可能存在的驱虎吞狼、兔死狗

烹的问题，对于龙芯而言，完全不存在。

由于 MIPS 允许其他厂商自主扩展修改指令集，

龙芯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 LoongISA，而且在很多方

面已经主导了 MIPS 生态建设。运行于龙芯的系统和

软件一旦使用了龙芯的扩展指令集，就不能在其它

的 MIPS 兼容 CPU 上直接运行，这也是对自己生态

的保护措施。一旦龙芯的自主扩展和修改的指令被

产业生态广泛支持，那么，龙芯与 MIPS 变成 AMD

和英特尔的关系将不可避免。

当年，AMD 就是趁着英特尔推广安腾的时候，

率先推出了 64 位指令集，并获得 X86 生态的广泛支

持，并最终实现在 X86 阵营内与英特尔分庭抗礼。

AMD 成功范例在前，国内很多从业者却对此视而不

见，并强行把龙芯与 MIPS 关系等同于鲲鹏、FT 与

ARM 的关系，这显然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MIPS 如果继续衰败下去，同时龙芯在硬件和

软件上继续发展，那么，龙芯和 MIPS 的关系变成

AMD 与英特尔的关系只是时间问题。对于那些使用

ARM 授权的 CPU，无论是 IP 授权，还是架构授权，

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 ARM 把生态统一性守得太

紧，生态碎片化是不被允许的，KP、FT 根本就没有

自主发展的机会。

打个通俗易懂的比方，ARM 地位就像汉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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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麾下大将再能打，也不可能翻天，只能给汉武

帝打工一辈子。运气差的，被巫蛊之祸（川普制裁）

牵连，没准还要重蹈赵破奴的命运。诚然，现在

ARM 主要还是英国资本和日本资本，但这两个都不

是中国的好朋友，反而是美国的盟友和小弟。MIPS

作为最早商用的 RISC 指令集，影响力还是有的，地

位有点像汉献帝，但比较弱势，在这种情况下，龙

芯有机会去当董卓或曹操的。

三是 MIPS 授权成本很低，而 ARM 授权成本很高。

目前，龙芯 MIPS 授权的费用几乎就是白菜价，而且

随着 Wave Computing 申请破产保护，MIPS 甚至有

成为公共知识（public domain）的可能性，因为如

果没有“白衣骑士”拯救 Wave Computing，或收

购 MIPS，或者因为没钱赚不去主动交纳维护 MIPS

那些古董专利的专利费，那么 MIPS 就成为公共知识，

这样一来，MIPS 将成为比 RISC-V 更加自由开放的

体系，龙芯连白菜价的授权费都不用支付了。即便

出现新买家，MIPS 公司继续走下坡路的大势已经是

定局，不能对龙芯形成掣肘。

作为对比，ARM 授权成本很高，按照授权等级

的差异，动辄数千万美元，甚至几亿美元，而且还

只是一定期限的，到期了要重新谈判。ARM 的指令

集在不断发展，必须一直买，就构建产业链来说，

国产 ARM 厂商只能成为产业链的一个打工者，类似

于联想、华为在 Wintel 体系和 AA 体系中被剥削，

只能赚血汗钱，洋人赚取高额利润。正是因为众多

厂商无法忍受 ARM 的贪婪，才有 RISC-V 在全球兴起。

可以说，购买 ARM 昂贵授权这种模式不利于一个产

业的长远发展。而龙芯、申威构建的红色产业链，

则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指令集和操作系统必须牢牢掌握

文末，铁流引用一位网友的话。要想实现商业

上完全的自主可控，必须要牢牢掌握指令集和操作

系统，如果一家厂商无法兼顾，那么，退而求其次

必须掌握一种。否则就很容易受制于人，当年，

Intel 通过指令集升级、知识产权诉讼、技术路线改

变等手段消灭了除 AMD 之外的历史遗留的所有对手，

AMD 通过反垄断苟延残喘的时候，又凭借自己设计

出的 AMD64 架构在微软支持下复兴，成功倒逼 Intel

交叉授权。

微软、谷歌凭借对操作系统的把持而分别统治

了桌面和移动生态。苹果通过对操作系统的封闭，

依靠差异化竞争牢牢地在桌面和移动设备中占据了

一席之地。

国家要想实现信息化建设的自主可控，那么指

令集和操作系统都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

龙芯如 AMD 那般发展出了自己的指令集，且在

国内软硬件厂商支持下，成功构筑了基本满足办公

和日常使用的生态，MIPS 的影响力却已经可以忽略

不计。尽管由于资源不足，龙芯发展很艰难，但我

认为只要路线是正确的，坚持下去就有希望。

世事变迁造就了龙芯的现状，从研究 CPU 设计

的课题组，转变为在市场上艰难求存且默默无闻的

小公司，再发展成了自建生态并带动大批配套企业

共同发展的核心企业。龙芯随着政策的变化而自立，

随着 MIPS 的衰退而崛起，随着中美摩擦明朗化而更

加重要，握着 20 年技术积累而无所畏惧，也是时势

造英雄吧。尽管龙芯体量还很小，但对自己的命运

却能自主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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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问国产操作系统，
九大掌门人万字回应

◎ CSDN/文

整理 | 屠敏

责编 | 唐小引

在国产基础软件发展的多年间，众多摸着石头

过河的先行者无数次感叹“蜀道之难，难于

上青天”，不仅包含数据库、中间件、芯片、操作

系统等核心软硬件研发，也覆盖了每种技术领域的

生态建设。

去年彼时，CSDN 曾发布《国产数据库激荡 40 年》

一文，深度剖析在被 Oracle、MySQL、DB2 等产品

蚕食的中国数据库市场中，阿里 AsparaDB、蚂蚁集

团 OceanBase、南大通用 GBase、巨杉 SequoiaDB 

和华为 GaussDB 等数据库引领的自主研发趋势下，

正如巨杉数据库（SequoiaDB）联合创始人王涛所言，

过去很多原本使用 Oracle、MySQL 的企业已经转用

我们国内的数据库，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不是未

来时，而是现在时。

今年此时，当打开基础软件的另外一扇大门——

操作系统时，我们却发现了另一番景象：以 Linux、

Windows 等为核心的操作系统逐渐统治了世界。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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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周知，在计算机崛起的七十年间，大型机时代成

就了 IBM，小型机时代成就了 DEC，个人计算机时

代成就了微软和 Intel，移动互联网时代成就了谷歌、

苹果和 ARM。在万物互联网时代来临之际，我们不

禁发问：

回望过去，国产操作系统滞后的根本原因是什

么？技术？生态亦或是人才？

立足于当下，我们是否还有打造桌面、移动操

作系统的必要性？想要突破，国产操作系统又该如

何全新定义？

探析未来，什么样的操作系统才是我们真正需

要的？

在这场全新的赛道上，国内外科技巨头、创新

型企业摩拳擦掌，从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

多领域逐步渗透，希望加快构建能满足下一个风口

的操作系统。国产操作系统在“二十为学”阶段，

我们在不久前“长沙·中国 1024 程序员节”现场，

邀请到了九位操作系统掌门齐聚一堂，整个问答环

节围绕着总结过去、挑战现在、面向未来三个方面，

设立九问，论操作系统艰难生存之路、辩操作系统

未来发展之道等。

九大操作系统掌门人齐聚，辩操作系统未来发

展之道！

参与的嘉宾：

王成录，华为消费者业务软件部总裁；

吴庆波，麒麟操作系统常务副总师、教育部国

产基础软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马涛，阿里云研究员、基础软件部操作系统团

队负责人、阿里巴巴集团内核团队创始人之一；

潘爱民，指令集物联网操作系统创始人、指令

集公司创始人兼 CEO；

魏永明，HybridOS 操作系统创始人、飞漫软件

总经理；

熊谱翔，RT-Thread 创始人兼 CEO；

江大勇，华为鲲鹏计算领域副总裁、OpenEuler

操作系统负责人；

韩辉，SylixOS 嵌入式操作系统创始人、翼辉信

息公司董事长；

刘闻欢，Deepin 操作系统创始人、武汉深之度

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主持人：陈渝，清华大学长聘副教授。

总结过去

一问：在过去 30 多年间，国产操作系统发展滞

后且缺乏广泛应用支持的原因是什么？

吴庆波：个人认为，过去多年间，中国操作系

统虽然有了一定的基础，但给我们的经验与教训也

非常多。其中，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国产操作系统发展初期，我国确实想集中力量

解决操作系统问题，但是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甚

至在 2000 年时，我们都将操作系统当作了一种纯科

研项目来看待与理解。实际上，操作系统并不是一

个纯科研项目，它需要产业化，且应该拥有巨大的

生态，这是我们应该吸取的第一个教训。

国外的操作系统领域不仅仅有顶尖人才，而且

有巨大的人才基础，以美国电信公司 AT&T 为例，

它为贝尔实验室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这里也聚集

了美国乃至全世界的一流人才。相较而言，我国在 

八九十年代，操作系统人才太少，因此，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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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发之路也更难。

随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开源软件蓄势发展的

趋势下，相关的技术人迅速崛起，同时他们借助开

源也可以更加快捷地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由此，

我们的操作系统也能大力发展起来。

操作系统虽然是一种软件，但是较为特殊，其

可以承接硬件，同时连接应用软件。如果硬件如 

CPU 不好，那么会造成用户体验不佳。近日，华为

最新发布了 Mate 40，采用 5nm 工艺的芯片，这意

味着中国的工艺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很好的程度。

综合以上三点，我们也在不断地往前发展，这

意味着我们国家有机会做成新的操作系统。

魏永明：简单来谈，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基础软件行业缺失了近 20 年可以通过贩卖

挣钱的商业化机会，如曾经的 WPS，很少会有人认

可付费模式。不过现在随着市场的成熟化发展，一

切有了很大的变化，如麒麟在国产操作系统中，大

家愿意去买正版。

二，我们计算机文化积累不够深厚。在操作系

统发展初期，我们没有人去做一款 C 语言、操作系

统及软件，很大程度上缺少人才往这个方向走。

整体而言，彼时，第一个是市场问题：软件进入

市场了没有人愿意投入；第二个文化底蕴的缺失，往

往导致我们做的都是一些低水平和重复性工作，而文

化底蕴则是我们创新性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部分。

二问：与国外操作系统厂商相比，国产操作系

统厂商有哪些优势与不足？

马涛：加入阿里之前，我曾在 Oracle 任职，因

此对这个问题比较有感触，早期与国外操作系统公

司相比，国内存在人才差距。譬如，在 2006 年，整

个中国做操作系统相关人才相对还是比较缺乏。

缺 乏 比 较 好 的 机 遇。 过 去 无 论 是 微 软 的 

Windows，还是谷歌的 Android，其实都是因场景

而存在，国外操作系统有特殊的场景。虽然现在我

们正通过这个场景锤炼出了自己的操作系统，但是，

就过去而言，我们从上到下对这个场景的认识程度

不够。现如今，在云计算、5G、大数据发展下，国

内的互联网公司与传统企业在这些领域都是与国外

先进公司齐头并进，具备非常大的机遇。

不过，现在我们比较欠缺的一点，我们做的很

多事情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需要不断锤炼和打磨，因

此时间对我们而言是重要的事情。过去 20 年间，我

们在场景或时间节点上比较吃亏，现在随着对操作

系统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大，我们迎来了较好的机遇。

包括今天，众多同仁齐聚一堂，我们也有理由更加

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能够把操作系统带上新的

台阶。

江大勇：我想讲三个关键词：生态，使用和创新。

第一个生态问题。在技术上，我们可能做一个

操作系统是比较容易的从 0 到 1 将 OS 所有应用组合

起来，最后在用户界面体现技术软件硬件的研讨方

案。不过，只有客户有了好的体验，生态才能起来。

第二个是使用。判断标准是，一款软件做出来

是否有人使用、是否有问题、是否优秀、是否有机

会继续打磨，针对性场景技术软件应用，我们希望

大家能够多使用、多到相关的开源中提问。

第三是创新。如果我们一味地跟随别人，意义

实则有限。当下，我们更需要的是面向未来场景做

更多创新项目、社区等。中国巨大规模的市场蕴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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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无数的机会，同时也拥有许多优秀开发者，个人

认为，我们在未来开源方面会做得更好。

刘闻欢：在操作系统构建过程中，个人认为，

有两个重要的关键词：一是市场，二是人才。

第一点——市场。原来面向操作系统研发分为

两种不同的团队，一种是在政策下，以项目方式组

建的团队，进行相应研发。从市场角度来看，这种

方式如果有收入来源，那么也是属于脉冲型，即当

某些项目、课题不再流行时，团队可能就此搁置。

第二种团队是社区型团队，又或者可以称之为

爱好者团队。相对而言，这种社区型人才在研发上

很难坚持长时间，靠纯粹的情怀很难支持 3~5 年。

操作系统这样的基础软件，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对

比国外积累多年经验的操作系统领军人物，他们才

算是真正地理解了这些场景，而这些是我们一直以

来所欠缺的。

不过，现在中国操作系统已经出现了非常明确

的指向或者市场机会，有这样的持续性的市场应用

和投入，我觉得我们操作系统才能真正地生存和发

展、壮大起来。

第二点——人才。在国产操作系统发展初期，

我们的人才储备不足，缺乏专业的研发人员，在彼

时的环境下，想要真正的做操作系统，仅是构建团

队就已经非常难了。做操作系统，尤其是通用的操

作系统，不仅需要巨大的投入，也需要强大的人才

基础。另外还需要领军人物、具备能力的程序员一

起参与进来，操作系统这个事业才能成功。

在过去 10~20 年间，我国程序员规模正在不断

扩大，每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对未来

几年中国的操作系统发展有更多信心，希望更多专

业人才，不仅仅是程序员，也包括营销人员、商务

人员一起加入进来。

挑战现在

三问：在当前人机物互联与人工智能等技术高速

发展的阶段，操作系统的新趋势与新定义是什么？

王成录：目前操作系统的难度在于大家对它的

理解五花八门，而大家理解完全不同，带来非常严

重的问题，往往导致我们力量无法向一处聚集。

我认为操作系统成功的第一步，必须要与产业

转型机会配合上。如果一旦配合不上，大家做好的

操作系统，一点用也没有。譬如，今天在做的手机

操作系统，即使投入万亿美金或 10 万开发者，希望

都不大，因为在手机应用领域，Android 已经满足了

全世界几十亿消费者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的要求，没

有必要造轮子换一个操作系统的手机，同时，这对

于开发商而言，也没有开发的动力。

因此，做操作系统一定要找到某一个大的行业

转型发展的机会。从手机移动产业来看，2018 年开

始，全球智能手机销量已不再增长；2019 年开始微

微下滑；2020 年也有受疫情影响等因素，智能手机

产业的出货量下滑更多；另外，据统计，用户日均

使用手机时长为 5 个小时，这一数值也不再增长；

同时，过去爆发性的应用诞生也已经很少，种种迹

象已表明，移动手机行业已经逐渐走向饱和。

那这个行业还要不要继续发展？

当然要！这个机会在于，现在我们已看到了太

多案例，所有的设备在不断地智能化与互联。届时，

也是 IoT 真正的时代，其产生的生态可能是数量级的

产业空间，我们各行各业都因此获得改造升级，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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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对于鸿蒙系统本身，我们之所以有信心的原因，

是因为它正好匹配了移动数字转型的机会。接下来

的这两年是非常关键的，只要这一步能够匹配上，

我相信 IoT 所使用的未来移动产业 20 年的机会都会

在中国手里。

第二个是人才、产业之间的聚合。如果操作系

统单讲技术、人才、生态、应用不可能成功，只有

将这些产业链聚合在一起，才有更多的可能。

潘爱民：面向未来的操作系统，我们过去有很

多教训，其中，一个是人才方面，我们比较缺乏的

是高端人才，特别是系统程序员、架构师，当然到

现在，我们依然缺，而这个是要靠行业沉淀的。

第二个是要用创新的思路看未来。万物互联时

代，在整条产业链中，我们缺一个产业项目。这个

时代，很多人在做低水平重复的事情，譬如做应用

的人，在一个物联网场景中要做智慧校园、智慧楼宇、

智慧园区等，分别需要先解决底层物联网连接等问

题，造成现在的投入成本高、人员多，但没有技术

软件、较好的工作做支撑。

底 层 的 操 作 系 统 解 决 的 是 共 性 问 题， 比 如 

Windows 解决了图形与交互等共性问题，现在物联

网也要解决共性问题，一是连接，二是数据。如果

一个操作系统把这两个事情解决了，其他好多事情

可以不用关心连接和内部数据基础的事情，就可以

快速发展。可以用创新来解决。

韩辉：除了上述几位老师讲到的人才问题，我

个人认为，中国不缺人才，缺的是梦想家和洞悉未

来的人。操作系统其实从 Unix 时代已经被定义，但

是它的概念一直在变化，曾经我们所谓的操作系统

指的是 Kernel（内核），但现在操作系统 Kernel 只

占很小的一部分，其余还包括运行时、各种应用框

架等，因此操作系统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范畴，操作

系统发展至今经历了四个时代，每个时代的王者操

作系统都适应了那个时代的生产关系、用户体验，

以及相较于上一个时代梦想中的生活。

一个全新操作系统的诞生，不是否定或替换了

以前的操作系统，而是解决全新时代的生活需求。

操作系统最终解决的是生产关系问题，而不是生产

力的问题。如何让梦想家给我们创造出巨大的市

场，这个蛋糕让操作系统为平台，根本给大家切，

有利益一定有生态。大家在一个市场上赚钱，生态

一定起来了，我们最缺乏下一个时代的梦想家以及

洞察力。

四问：大家都做了多年的操作系统。现在的你们，

梦想还存在吗？操作系统技术和产业突破点是什么？

熊谱翔：梦想这个词一直存在的，这也是我们

为何坚持做操作系统十几年的根本所在。

在数字化进程中，从 PC 到手机，下一步的物联

网更多是把整个网络连接起来，这是属于新的领域，

也是属于我们梦想所在的这个点，也会有新机遇。

在万物互联时代，我们始终认为操作系统是基

础性平台，在此平台上，我们不应该固化它，这个

操作系统就是一个内核、文件系统、网络协议，还

有一些与这个时代明确的特点相结合的新内容。

时下，物联网碎片化是一个显著的点。针对碎

片化场景，上一个时代如微软的 Windows、苹果的 

iOS、谷歌的 Android 肯定是不满足的，因为物联网

领域中的场景太多了，需要定制化程度非常高的操

作系统能够去满足一系列不同的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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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涛：马老师曾说过，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

实现了呢。所以每一个阿里人都有梦想。

基于操作系统层面，或许很多从业者比较好奇，

为何现在很多互联网企业都开始大规模地做操作系

统，主要是因为我们发现，在新的云计算、人工智能、

大数据、云原生场景下，操作系统会有很大的机会，

我们完全有机会做一个全新的操作系统出来。

众所周知，操作系统最核心的是为应用、生态

而生。在云原生场景下，诸多的应用开发商越来越

不关心底层往下的整个生态。而这个对于云计算的

厂商、新的操作系统研发人员来说，有巨大的机会

去做新的操作系统。

全新场景下的操作系统与传统操作系统相比，

将会带来完全不一样的用户体验。

在使用传统操作系统时，一般情况下，客户需

要在云计算厂商处购买虚拟机，并在虚拟机上装上

操作系统、应用等。在云应用场景下，这个问题将

交给云厂商来完成，而用户层面上，无须感知程序

下面的运行时、硬件、操作系统等。

在新场景下，无论是国外的谷歌、亚马逊，还

是国内的互联网公司，都是站在同一个舞台上，我

们有机会去做操作系统。

吴庆波：我们都有梦想，只是操作系统的梦想

比较难做，有的做白日梦，有的做美梦，有的做恶梦，

美梦成真的很少。

针对未来操作系统，我们最大的梦想就是数字

世界与真实的物理世界接轨。在这其中，不仅解决

人与计算机的关系，还有机器与机器的关系，这个

梦想能不能实现，是我们人类要追求的。这个操作

系统肯定会出现新的人机交互，会出现新的智慧、

大脑，这个梦想太难了，交给企业家们去干。

五问：一款成功的操作系统应该如何建设操作系

统生态？操作系统闭源与开源对于生态建设而言是否

是关键因素？

刘闻欢：开源和闭源是生态建设问题。

个人认为，无论是开源还是闭源都可以建立生

态，只要是大家可以看得见的。举例说明，对谷歌

而言，Android 底层是开源的，但是为了建设生态，

其特地建设了中间层帮助闭源厂商建设生态；又如

微软的 Windows 是闭源的，但它内部的很多应用又

是开源的。开源、闭源是个形式问题，从商业模式

来说，有成功的开源企业也有闭源企业，两者长期

共存，不存在谁打败谁的问题，微软现在也在拥抱

开源。我们想说采用哪种研发模式不是问题。

其次要论如何建设生态。在此，以我过去的经

验为例，我曾短暂地从事过互联网相关的名词热点

创业工作。即当互联网中某个业务经过长期积累，

超过某个阈值的时候，就会呈现爆发性的增长。对

于操作系统而言，在生态建设上有很多相似的点，

当然这里所说的操作系统引爆点是指市场占有率或

用户规模。

深度（Deepin）作为一款通用操作系统，意

味着所有用户都是它的使用者，而并非限定某一

特定行业领域。如果我们仅是作为互联网中的某

一厂商，相对而言会容易一些，因为它比较封闭，

产业链较短，一个小公司可以建立完整的生态，

并在行业中拥有相应的话语权。不过通用操作系

统的生态难度非常大，我们要解决现有的问题，

让我们的团队、企业有足够强的实力去支撑这些，

从市场来说要有市场占有率，才能与业界共同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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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生态做起来。

王成录： 我认为有一个问题最为重要——一

定要解决生态参与者的动力问题。如果这个问题

无法解决，那么接下来再谈开源、闭源并没有意义。

一个生态的本质一定要给参与者的每个角色要带

来价值。

动力问题就是做生态，或者做操作系统的这个

人一定要能够看到未来的巨大机会，好比当初的乔

布斯一样，彼时并没有人给乔布斯提要求和需求，

而第一代 iPhone 连微信等应用都无法使用，但是所

有人都趋之若鹜，为什么？因为它超前地表达了消

费者需求。

这是最难的地方。梦想本身如果看不到未来的

机会，就不叫真的梦想了。

江大勇：的确，只有围绕需求，进行多样式的

创新，产业链才能完全协同起来。基于 openEuler，

我们希望秉承共享共治的方式，与大家共同做好一

个底座，让伙伴们去面向行业场景和应用创新，让

客户得到体验，整个产业才能起来，整个产业才能

做得更大。

马涛：去年云栖大会上，行癫曾说过，阿里云

重要的事情就是被集成，希望构建出云计算整个生

态。阿里云希望在提供一个被集成的工具的基础上，

将整个市场或者面向客户的机会留给共建生态的合

作伙伴。

熊谱翔：生态中关键的是价值。在整个生态中，

需要着重关注参与到生态中的参与者价值是否存在，

如果参与者在整个产业链中的价值是存在的，那么

大家也会有动力继续前行。

六问：操作系统投入巨大，在操作系统研发过程

中如何融资？

韩辉：从自身融资经历出发，对于操作系统而言，

投资者投资的前提是需要看到价值，其次会设置看

到回报的一些时间节点。开源与闭源只是一种形式，

在这之前，我们所有的一切事情都是为市场化而准

备的。

我创业有两大梦想，一是堵住卡脖子技术的短

板。翼辉有一款是面向自主可控领域的嵌入式实时

操作系统 SylixOS，如今它已经在国家高铁、智能电

网、航空航天中普遍应用。

另一大的梦想是，具有洞察未来的能力。每一

个时代，2C 的市场是创造需求，2B 的市场是满足需

求。未来，2C 的市场需要数字化与实体相结合。下

一个时代，我认为是物联网的时代，但物联网将物

与物连起来意义并不大，它的核心意义是让互联网

赋能我们的周边，解决生产关系问题。

潘爱民：打比喻说明，投资与融资的过程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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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视为一则故事，我们要学会讲故事。对于故事

本身而言，首先要让投资人看到你的梦想，并让他

了解未来几年间具备的实质性动作与规划。其次，

团队也非常重要，操作系统的生态需要人才构建。

熊谱翔：我本身是技术出身，是一名纯粹的码农。

2015 年开始创业，初期的两年间，团队只有五个人，

其实非常的艰苦。在考虑未来怎么去做操作系统的

时候，人其实至关重要，而想要自己一个人将这个

事情做好，几乎不太可能。此时，我们考虑了融资。

在此，也非常感谢我的投资人。

彼时，在天使轮融资时，我的投资人曾说过一

句话，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做操作系统这件事，

其实是被脚链套住的方式去做的，你会想着收入，

怎么养这个团队，按照这种方式你做不大”。操作

系统应该是开放的方式来做。

通过之前的融资，对团队有一个小幅规模的扩

张。到了第二轮的投资，投资人对我最大的帮助，

是让我跳出程序员思维，知晓了企业管理与经营的

模式与状态。

到第三轮融资时，我问了投资人一句话，你投

了之后，今年你希望看到什么？我当时很担心，你

是不是会想着赚多少钱？但是他并没有。

在整个融资过程中，我庆幸的是，他们并没有

干预整个过程。对于投资人而言，他们看中里面的

价值，是否认可企业正在做的事情的价值，投资事

情是属于双方的。

面向未来

七问：从操作系统发展来看，业界更需要什么样

的操作系统相关人才？下一代的操作系统人才培养，

对于产学研结合，大家有着什么样的建议？



Industry Observation

45www.uniontech.com

吴庆波：近几年，在学术界改革过程中，提出

了人才评价打破“四唯”，即唯论文、唯职称、唯

学历、唯奖项。我认为人才培养需要把开源软件引

入高校，让所有的同学和老师们在开源软件上锻造

自己，走向国际舞台。

陈渝：2021 年，在教育部等相关部门的支持下，

由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和

系统能力培养研究专家组共同发起，将联合组织举

办第一届全国大学生操作系统设计大赛，希望能够

激发学生对操作系统的兴趣，同时也能发掘操作系

统方面的人才，建立企业与高校在操作系统上的合

作与联系。我们也欢迎相关专家与软硬件系统类的

公司在技术与资金赞助上的大力支持。

八问：如何正确看待“造轮子”？想要做完全自

主的国产语言、编译器、解析器，出路在哪里？

AI 主流趋势下，如何将人才的视线吸引到操作

系统等基础软件上来？

韩辉：首先针对第一个问题，需要明确，重复

造轮子的价值。其中，关键是要看造出的轮子与之

前相比是否有区别，如果最新造的轮子与之前的相

比，没有太大创新，那需要考虑轮子的必要性。如

果最新的轮子有很大创新，甚至相较之前有一些革

命性、前瞻性的创新，那么重复造轮子非常有必要。

编程语言是操作系统皇冠明珠上的亮点，非常

重要，它是生产工具。现在，不论是谷歌，还是微软，

每年都会有一些创新性的语言诞生，编程语言可以

视为操作系统的命脉，这一点，我非常赞同。

如果要做编程语言，一定要做与生产力相关的

语言，让语言效率更高、更受欢迎。

陈渝：基于第一个问题——轮子，个人认为，

重复造轮子是一个锻炼的过程，本科阶段的学生需

要重复造轮子来奠定基础。其次，可以发现“长沙·中

国 1024 程序员节”到场的所有操作系统专家，如果

是内核级的操作系统，那么它的共同点都是使用 C 

语言进行开发，因此，语言不仅是操作系统皇冠明

珠上的亮点，而是明珠上的明珠。如今，谷歌、微软，

Mozilla 等在不断地更迭新语言，如 Go、Rust 等系

统级语言，这些语言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 C 语言的

很多潜在安全与性能问题，在 MIT、Stanford、清华

大学等高校的教学科研中，也出现了用这些新的系

统级语言编写操作系统的趋势，值得同学们去探讨。

第二个问题—— AI 等热门技术吸引了大部分同

学的注意力，确实，即使在清华，也同样是这种情

况。面对这种趋势，需要产业界、高校的老师来引导，

AI 与操作系统没有矛盾，而是应该相互支持与补充。

如除了我们明年办全国大学生操作系统设计比赛，

我们今年也搞了第一届全国大学生编译器设计比赛，

还有连续四届的全国大学生 CPU 设计比赛，这些都

推动了学生对硬核的软硬件系统的兴趣。我认为随

着高校的老师和产业界共同努力，产学研结合，未

来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编译器、CPU、操作

系统和系统编程。

九问：请大家用一句话总结，哪种操作系统最有

可能成功？

韩辉：必须符合时代需求。

江大勇：面向数据中心，相信 OpenEuler 会成

为成功操作系统的基座，同时希望伙伴们能成功。

潘爱民：一种是创新型，一种专注垂直领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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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操作系统可能会成功。另外，一款操作系统的成

功与否，并非是看当下，若 5~10 年后，这款操作系

统有它自己独特的产业价值，那么它无疑是成功的。

王成录：一个新的系统要成功，必须要创造新

的商业空间，其次要为各个产业链带来价值。

吴庆波：一款操作系统的成功，我认为要有优

秀的团队，即综合性团队，哪怕走错了也会做对的。

马涛：成功的操作系统需要具备两个因素，一

种是生态，一定要让生态中所有伙伴受益；另一个

是优秀的团队，过去国产操作系统之所以滞后，是

因为在人才培养层面较为薄弱，如今我们组建优秀

的操作系统团队，经过不断尝试才会有机会创造操

作系统的新未来。

熊谱翔：我认为要做有价值的操作系统，其价

值不仅体现于自身，也要考虑为合作伙伴带来价值。

刘闻欢：基于不同的场景，操作系统被分为几类，

其中，就物联网层面而言，我认为未来操作系统仍

然是百花齐放状态，无论是大厂还是创业型团队，

会诞生很多不同的 OS，也会生存和发展起来。

就通用操作系统领域而言，它不会有百花齐放

状态，竞争会非常残酷，根据市场生存规则，通用

操作系统领域中仅有一两家能够生存，得生态者得

天下，得市场者得天下。

魏永明：我认为操作系统在未来有很重要的发

展趋势。随着物联网的发展，将会产生很多碎片化

的市场，操作系统会越来越多。时下，我们正在从

上到下进行设计理念的实践，包括编程语言、API 等，

同时也希望我们正在设计的 HyBridOS 能成为合璧

场，涉及到各个环节。

时下，国产操作系统的突破口在何方？

在不为众人所熟知的操作系统市场中，无数国产

软件正迅速崛起，呈百花齐放之盛况。然而面对碎片

化尤为严重的物联网场景，我们该如何打破不同操作

系统之间的壁垒，从竞争中达成合作，协作共进？

在 CSDN 的推动下，包括操作系统各大掌门人

在内的来自产学研界 40 多位操作系统专家，聚焦产

业市场、创新生态、人才培育三大发展难关，在 10 

月 24 日，集体达成“面向市场，突破创新协作”的

共识，并由 CSDN 和 OS2ATC 联合发起成立“操作

系统产学研促进会”，定期研讨共同关注议题，落

实相关促进事项。 

同时，由清华大学、华为、RIOS 等单位提出的

基于开源协同方式设计全新编程语言、建立 RISC-V 

Soc 开源生态、支持不同 OS 的分层级类 POSIX 库的

开源生态提案，得到了中科院计算所、电子标准院、

湖南麒麟信安有限公司、中科创达、飞漫软件、北

京翼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统信软件、开放原子开

源基金会等参与成员的强力支持。

下一步，“操作系统产学研促进会”将持续联

合各方面产研资源，汇聚各方力量，重点攻关市场、

生态和人才难题，推动开源协同和操作系统的交融

创新，为操作系统产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此，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业界技术专家与企业参与进来，

共建国产操作系统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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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十三五”：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十三五”发展成就综述

◎ 工信微报 杨赞 /文

2016 年至 2020 年，弹指一挥间。“十三五”走

过的五年，这是乘风破浪的五年，是“含金量”

更足的五年，是获得感更强的五年。五年来，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不断跨越，

一次又一次刷新着时代的新风貌。

时间丈量出发展进度。“十三五”时期，面对

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

任务，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国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稳中求进，规模质量效益全面提升。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底，我国完

成软件业务收入 72072 亿元，较 2015 年增长 67%，

占信息产业比重从 2015 年的 25% 提高到 2019 年

的 33%，总收入占 GDP 比重达 7.2%。实现利润总

额 9835 亿元，同比增长 9.7%。规模以上软件企业达

36958 家，业务收入过百亿元企业达到 14 家。全行

业从业人员 677.5 万人，较 2015 年增长 18.0%。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正在成为数字经济发展、

智慧社会演进的重要驱动力量，书写高质量发展的

“时代答卷”。

延续政策红利  产业释放新活力

“合适的产业政策支持是中国软件产业发展迅

速的重要原因。”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表示。在

国家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下，软件产业促进政策不

断细化，资金扶持力度不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措

施逐步加强，大幅降低了行业的创新门槛，提振了

人们谋事创业的信心。

在国家层面，“十三五”期间，围绕制造强国和

网络强国建设目标，我国通过发布实施《“十三五”

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信息产业发展指南》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

《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 )》《工业互联

网 APP 培育工程实施方案（2018-2020 年）》等政

策推动软件产业实现快速发展。2019 年，在深入调

研产业发展情况、研判产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工业

和信息化部牵头制定并推动出台国家软件产业发展战

略性政策文件，明确了新时期促进我国软件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战略思路和重点举措。同时，联合财税部门，

推动软件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延续实施。

继国务院于 2000 年和 2011 年分别制定颁布《国

务院关于印发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

干政策的通知》（国发 [2000]18 号）和《国务院关

于印发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

干政策的通知》（国发 [2011]4 号）后，今年，国务

院又发布《国务院关于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

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

[2020]8 号），继续在税收、财政、金融等 8 个方面

予以政策优惠，进一步完善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顶层设计和保障措施。倪光南感慨道，若把 2000 年

作为我国软件产业的 1.0 时代，2011 年即为 2.0 时代，

如今 2020 年已进入 3.0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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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我国软件名城、园区、基地

等建设取得新进展。城市层面，2019 年，全国 4 个

直辖市和 15 个副省级中心城市实现软件业务收入

5.96 万亿元，占全国软件业的比重为 83.1%；在全

国范围内建设形成北京、深圳、上海、南京等 8 个

综合型软件名城，苏州、武汉、厦门等 5 个特色型

软件名城，共实现软件业务收入 5.41 万亿元，在全

国占比达 75.39%。园区层面，全国 220 余家软件园

区 2019 年实现业务收入 5.4 万亿元，吸纳就业 340

万人，上缴利税近 2300 亿元，为我国软件产业贡献

了近八成的收入规模、就业人数和纳税金额。基地

层面，依托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建设，认

定 18 个以软件和信息服务为主导产业的示范基地，

在软件赋能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升

级方面发挥了重要示范引领作用。

加速创新融合 高质量发展显成效

创新发展，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的

重要理念，也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新旧动能加

速转换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机遇。

“十三五”时期，我国基础软件取得突破，桌

面操作系统技术路径进一步收敛，统一操作系统

（UOS）、“鸿蒙 OS”移动智能终端操作系统等相

继推出，国产 WPS 办公软件全球用户突破 10 亿，

月活用户超过 3 亿。工业设计、仿真等技术算法取

得阶段性成果。智能语音识别、云计算及部分数据

库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5G 相关核心软件、关键

算法等领域初步形成全球竞争优势。

一项项见证软件业科创能力的核心指标实现了

跃升：2019 年，全国软件业务收入前百家的企业共

投入研发经费 1746 亿元，较 2015 年入围企业增长

1.09 倍，研发投入强度达 10.1%，较 2015 年提升了 3.1

个百分点。通过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国内软件著作

权登记量呈爆发式增长，2019 年突破 148 万件，较

2015 年增长逾 4 倍，增速连续 5 年保持在 30% 以上，

连续 3 年递增超过 30 万件。部分企业国际专利申请

量已居全球前列。

在创新“驱动轮”的带动下，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2019 年，软件产品、信息技术服务、信息安全和嵌

入式系统软件收入占比分别为 28.9%、60.5%、1.8%

和 8.8%，其中信息技术服务实现收入 43604 亿元，

较 2015 年增长 97.1%，占全行业收入比重超过 6 成。

工业软件、电子商务平台服务等领域收入快速增长，

其中，工业软件产品实现收入 1720 亿元，同比增长

14.6%，为支撑工业领域的自主可控发展发挥重要作

用；电子商务平台技术服务收入 7905 亿元，同比增

长 28.1%，典型云服务、大数据服务收入达 3284 亿

元，同比增长 49.8%，提供服务的企业达 2977 家。

纵观五年来的发展，我国软件业始终坚持创新

驱动，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实现了发展的量质齐升。

深化开放合作  国际实力再提升

“十三五”时期，我国充分发挥 G20、APEC、

数字金砖、“一带一路”、国际软件博览会等框架

和平台的功能，加强软件产业相关技术研发、标准

研制、人才培养、行业应用等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

产业强不强，关键看企业。骨干龙头企业统筹

利用国内外创新要素和市场资源，全面推进海外市

场布局和本地化经营，企业国际实力不断提升。

2019 年全国软件业务收入前百家企业全年实现软

件出口 201 亿美元，占软件百家企业业务收入的

16%；对东南亚、非洲、欧洲等国软件出口持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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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31 家软件企业在境外设立了分支机构、分公司或

研发中心。腾讯和阿里巴巴跻身全球企业市值前十

强；华为成功进入全球最佳品牌百强行列，国际影

响力持续提升；阿里云入选 Gartner 全球数据魔力

象限，位列世界前三……

国产软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今年第

一季度，抖音海外版 TikTok 成为全球单季度下载量

最大的应用，全球累计下载量超过 20 亿次，多次登

上美国、印度、德国、法国等地 App Store、Google 

Play 总榜首位；此外，我们熟悉的微信、支付宝

也覆盖了全球各地，微信国际版 Wechat 全球用户

过 10 亿，支付宝全球用户已逾 13 亿；金山办公的

WPS 系列已有 46 个语言版本，覆盖全球 220 多个

国家和地区，海外终端月活跃用户超过 1 亿；阿里

巴巴依托自主开发的平台软件将其跨境电商服务拓

展到全球 230 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制造、中国

品牌走向世界的新渠道。

拓展融合  促进“软件定义”全面深入

“‘十三五’时期，不断催生个性化定制、网

络化协同、服务型制造等制造业新模式、新业态，

驱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信息消费扩大升级、智慧

社会加速到来。”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

息技术发展司司长谢少锋表示。

信息技术服务加快云化发展。近年来，云计算

产业保持快速增长，年增速超过 30%，是全球增速

最快的市场之一，培育了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骨

干企业。目前，国内云计算骨干企业在大规模并发

处理、海量数据存储等关键核心技术和容器、微服

务等新兴领域不断取得突破，部分指标已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有效满足了亿级用户并发场景下各类复

杂应用的需求。据不完全统计，2018 和 2019 年全

国新增上云企业近 80 万家。

软件在工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维服务、

企业管理等制造业关键环节的应用也在不断深化。

2019 年，我国 36.2% 的企业实现网络化协同，较

2015 年提升近 9 个百分点，开展服务型制造、个性

化定制的企业比例分别为 26.2%、8.8%，是 2015 年

的近两倍；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设

计工具普及率分别为 50.1%、70.2%，较 2015 年分

别增长 4.5、9.1 个百分点。

“软件定义”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刻

影响了金融、物流、交通、文化、旅游等服务业的

发展，催生了一批新的产业主体、业务平台、融合

性业态的新兴消费，引发了居民消费、民生服务、

社会治理等领域多维度、深层次的变革，涌现出分

享经济、平台经济、算法经济等众多新型网络经济

模式，培育壮大了发展新动能。“十三五”期间，

软件信息服务消费占比提升至 46.8%。尤其在新冠

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以生鲜电商、即时配送为代表

的新零售乘势攻城略地；在线医疗、在线教育、远

程办公、宅娱乐等新型“云经济”全面“侵入”生活，

重塑消费理念和消费模式；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

兴技术则成为科技抗疫的“神兵利器”。 发展在路上，

砥砺再出发。

站在“新旧转换”的新起点上，如何为“十三五”

划上一个圆满句号，同时为“十四五”开局打下坚实

基础，需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接续奋斗。我们也

更加期待，以新的五年规划，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

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行业发展，为

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目标的实现奠定坚实基础，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胜利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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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行业知识梳理 

◎ 自主可控新鲜事/文

一、操作系统是基础软件，分为闭源和开源两类

广义的操作系统包括：计算机（PC、工作站、

服务器）系统、移动端系统 ( 例如鸿蒙 )、嵌入式系

统 等。本篇报告只涉及计算机操作系统。

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功能角色：作为用户和计算

机硬件资源之间的交互，管理调度硬件资源，为应

用软件提供运行环境。操作系统属于基础软件，是

系统级程序的汇集，为用户屏蔽底层硬件复杂度， 

并提供编程接口和操作入口。

根据核心代码是否向开放，操作系统可划分为

两类：开源系统、闭源系统。

1. 闭源操作系统：代码不开放，以微软 Windows 系

统为代表

微软公司内部的研发团队开发 Windows 操作系

统，并开发配套的应用软件，比如 Office。在生态 

建设方面，Intel 和 Windows 长期合作形成 Wintel 

体系，在 PC 端市占率全球领先 Windows 系统的访

问分为 User mode( 用户模式 ) 和 Kernel mode( 内

核模式 )。用户级的应用程序在 用户模式中运行，而

系统级的程序在内核模式中运行。

内核模式允许访问所有的系统内存和 CPU 指

操作系统控制处理器 (CPU) 调度系统资源，控

制应用程序执行的时机， 决定各个程序分配的处理

器时间 (CPU time)。操作系统需要兼容底层硬件和

应用软件，才能实现计 算机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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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Windows 系 统 从 最 早 期 的 16 位、32 位 到 现

在流行的 64 位，系统版本从最初的 Windows 1.0 

到 Windows 95、Windows 98、Windows 2000、

Windows 2003、Windows XP、Windows Vista、

Windows 7、Windows 8、Windows 8.1、Windows 

10 和 Windows Server 服务器企业级 操作系统，不

断持续更新。

已成为影响最广泛的开源软件项目。以 Linux 内核为

基础，不同的开发团体 ( 开源社区、企业、个 人等 )

对内核代码进行一定的修改和补充，加入 GUI( 图形

界面 )、应用等部分，形成了相应的 Linux 操作系统

发行版。

Linux 系统版本之间存在衍生关系，由此形成 

RedHat、Slackware、Debian 等几大家族，各家族 

内部又衍生出一些著名版本，如 Ubuntu、SUSE、

CentOS、Red Hat Enterprise Linux、Fedora 等。

Windows 系统最大的优势在于图形界面，使得

普通用户操作起来非常便利。相比大部分 Linux 系 

统，windows 的常用软件安装和系统设置不需要

以命令行的方式去输入系统指令，只需要点击“按 

钮”即可完成。如今，绝大多数常见软件、专用软

件和底层硬件都支持 Windows 操作系统，形成 了 

Window 强大的生态整体。

2. 开源操作系统：代码免费开放，以 Linux 操作系统

为代表

Linux kernel( 内 核 ) 由 Linus Torvalds 在 1991 

年发布，代码免费公开，由全球开发者共同贡献， 

Linux kernel 是开源项目，由全球范围的开发者

( 企业、团体、独立开发者 ) 共同贡献源代码。Linux 

的官方组织是 Linux 基金会，作为非盈利的联盟，协

调和推动 Linux 系统的发展，以及宣传、保护和规

范 Linux。Linux 基金会由开源码发展实验室（Open 

Source Development Labs，OSDL) 与自 由标准组织

（Free Standards Group ,FSG) 于 2007 年联合成立。

开源社区是 Linux 系统的创新源泉和主要的开

发场所。Linux 操作系统发行版分为社区版本和商业

版本。社区版本数量较多，其开发和维护的主体是

开源社区。少数的商业版本 ( 比如红帽企业版 ) 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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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区版本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而来。整体来看，

无论是否涉及商业活动，开源社区是 Linux 发行版的

创新来源和主要的开发场所。而成熟的开源社区通

常由相应的开源基金会 ( 或者项目委员会 ) 进行管理。

开源基金会为开发社区制定了规则，进行资源管理，

负责可能的商务对接，以及保护社区的健康运转。

社区的开源基金会 ( 委员会 ) 一般由开源贡献方进行

赞助和决策支持。

许多开源社区背后都有一个主导企业，为社区

提供资金和研究支撑，甚至直接委派员工参与开源 

项目。例如，Fedora 社区的核心开发者中 1/3 是红

帽的正式雇员。通过资助和维护开源社区的方式，

企业可以发挥研究力量的“杠杆”作用，通过向社

区输入自有的研究资源，吸引更多的外部贡献者参

与进来，扩大创意来源；另一方面，开源社区版本

也成为企业扩大技术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Linux 操作系统由 4 部分组成：kernel、shell、

文件系统、应用程序。Kernel( 内核 ) 是操作系统的 

核心，不同于 windows 的内核，Linux 的内核不仅

实现了进程调度、内存管理、中断处理、异常陷阱处

理，而且还实现了进程管理、进程通信机制、虚拟内

存管理、文件系统驱动和 USB、网络、声音等各类

设备驱动子系统，决定了整个系统的性能和稳定性。

而 shell 是系统的用户界面，提供用户与内核交互的

接口，接收用户输入的命令并送入内核去执行。

Linux 操作系统主要的优势领域是服务器和嵌入

式。据 Linux 基金会统计，全球 90% 的公有云平台

采用了 Linux 系统，99% 的超算和 62% 的嵌入式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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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也都是基于 Linux。亚马逊 AWS、微软 Azure、微

软 Azure、谷歌云平台和阿里云等主流云服务商，都

提供了 Linux 系统方案。全球公有云平台运行的所有

应用，超过 54% 是运行在 Linux 虚拟机上。甚至微

软 Azure 的近 30% 的虚拟机也是基于 Linux。根据 

IDC 在 2017 年的统计数据，全球服务器操作系统使

用份额 ( 免费 + 付费 ) 中， 68% 是 Linux 服务器操

作系统。

Linux 操作系统在服务器领域的普及，主要由

于 3 个方面：

(1）创新方面，集思广益。全球开发者对 Linux 

内核保持了持续的更新，提供了充足的创新动力。

据 GitStats 分析结果，截至 2018 年 9 月，已有超过 

19000 名开发者为 Linux 内核贡献了代码， 这些开

发者遍布全球范围超过 1500 个组织 / 企业。广泛分

布的开发者，从不同视角不同方面对 Linux 内核的

补充，使得 Linux 系统得以快速适应服务器领域的

变化。

(2）系统代码可以修改和自定义，用户可调用

计算机资源的自由度极高。Linux 操作系统的使用

者 可以轻松查看系统代码，可以自由修改代码来

修补常见的问题，也可以开发自己的程序并添加入 

Linux 操作系统中。相比 Windows 等闭源系统，

Linux 支持了使用者对于计算机资源极大的使用自 

由度，支持专业用户去构建和自定义服务器，由此

获得了互联网公司、云计算公司的青睐。

(3）运行效率高，运维成本低。Linux 系统在

服务器上面的运行效率较高，相对比较轻量化，除

非硬 件资源分配出现问题，不易出现系统卡死状况。

而且 Linux 系统天然地支持虚拟化。因此，在服务 

器集群上，Linux 系统的运维成本较低。

(4）安全。Linux 从发展根源上就是针对多用

户系统设计的，系统管理员和 root 用户具有系统管

理 权限。Linux 面向全球开发者开源，系统文件都

是文档，在全球开发者多次的筛查和更新中，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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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了“后门植入”的可能。实际应用中，普通不

成熟的 Linux 操作系统确实可能存在安全问题， 也

是和系统的文档属性有关。例如，用户 root 权限和 

sudo 指令可在有意或无意间修改 Linux 系 统文档，

可能会对其他用户或整个系统造成不利影响。因此，

成熟的 Linux 操作系统解决方案，有必要对这类属性

进行设计方面的防范，去进行适当的权限屏蔽。而

这些安全属性的设计，本质上并 不存在难以解决的

障碍。

二、国产操作系统是新基建的重要基础

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近年

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人口红利、 

城镇化等驱动因素对增长的边际贡献下降，传统调

控手段负面效应增加，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一定的 

下行压力。而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以互联网、大

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为代

表的新一代数字科技与实体经济的日趋融合，新市

场与新业态的层出不穷，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 了

新的源泉。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

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显示，2018 年 中国

数字经济规模占 GDP 比重达 34.8%，对 GDP 增

长的贡献率超过三分之二；2016—2018 年，数字

经济连续 3 年维持 20% 以上的名义增速，高于同

期 GDP 名义增速十余个百分点，为中国经济 提供

了重要支撑。

新一轮数字经济基础建设拉开序幕。2020 年 3 

月 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强调，加 

快 5G 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新

一轮数字经济基础建设启动，各地纷纷出台相 应政

策推动新基建项目的实施。

操作系统作为软件应用的基础和平台，直接

关系到信息安全。棱镜门事件，使得信息安全正

式成为国际关注的重要问题。而操作系统作为最

重要最根本的基础软件，是所有应用软件和数据

处理场景 的基础和平台，直接关系到信息安全。

在过去的国际贸易摩擦中，针对基础软硬件 ( 芯片、

操作系 统等 ) 的限制事件再一次提升了信创战略

的重要性。

操作系统的 Wintel 体系垄断，也对信息安全造

成了不利影响。在 Windows XP 停服三年后，全球 

迎来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病毒攻击—WannaCry 借

“永恒之蓝”漏洞发起攻击，袭击了安装 Windows 

系统的设备，对全国多个国家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经

济损失。2020 年 1 月 14 日，微软 win7 停服，使得

现有已安装 win7 系统的设备再次暴露于漏洞风险

中。因此，在关键领域推广国产 操作系统，已经成

为迫切需求。

三、国产操作系统的生态是关键，开源是重要

途径

操作系统的行业壁垒：开发成本高、生态建设难。

1. 操作系统开发成本高

计算机操作系统开发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工程。

软件开发工作量可以用代码行数进行粗略表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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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开发的，相应的成本也比较高。据“ Linux 中国”

官方账号报道， David A. Wheeler 等研究了 Linux 发

行版代码行数代表的复杂性，指出 Linux 2002 年发

行版对 应的闭源开发成本为 12 亿美元。而如果闭源

开发 Fedora 9 发行版 (2008 年发布 )，估计需要投入 

108 亿美元。从开发者数量角度，据 GitStats 分析结

果，截至 2018 年 9 月，已有超过 19000 名 开发者

为 Linux 内核贡献了代码，这些开发者遍布全球范围

超过 1500 个组织 / 企业。

2. 操作系统生态建设难

流的操作系统代码量都比较庞大，而且随着版本升

级呈增长趋势。据公开可查证资料显示， Windows 

Vista(2007) 有 5000 万 行 代 码， Windows 7(2009) 和

Windows XP(2001) 各 有 4000 万 行， Windows 2000 

有 2900 万行代码，相比 1992 年的版本增长了数十倍。

对于 Linux 操作系统，仅 Linux 内核 4.13 就包

含 6 万个系统文件，代码量近 2500 万行。成熟的 

Linux 操作系统发行版需要 在内核基础上加入 GUI 

以及必要的应用文件，总的代码量会更高。

如果采用闭源的开发方式，操作系统开发所需

要的资金和人力资源较大。

比 如 微 软， 一 方 面 要 进 行 Windows 系 列 的

开 发、 升 级 和 维 护， 另 一 方 面 也 要

为 Windows 系统开 发关键的应用软

件， 包 括 Office、Microsoft Visual 

Studio( 集成开发环境 IDE) 等，每年

的研发费用 达百亿美元。2019 财年

(18 年 6 月 -19 年 6 月 ) 微软的研发费

用 169 亿美元，员工达 14.4 万人。

如果假设 Linux 操作系统都是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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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的生态建设，首先在于完善的软 / 硬

件兼容适配。

操作系统和底层硬件、应用软件的兼容，在技

术上并不是轻易就能实现。在适配底层硬件层面，

引 用龙芯技术专家的观点“操作系统需要针对不

同 的 主 板 和 升 级 后 的 CPU 进 行 磨 合 适 配， 而 在

Wintel 体 系 中 可 以 实 现 不 同 主 板 及 CPU 的 操 作

系统二进制兼容，其背后是 Wintel 体系统一的系

统架构，包括指令系统、地址空间布局、中断系

统、多核互联架构、IO 接口规范等，需要 CPU、

BIOS、桥 片、操作系统配合完成。”在应用软件

方面，需要软件开发商针对操作系统的版本进行相

应的调试 和调优，同款应用软件经常有多个版本

以适应不同的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对软 / 硬件的兼容是双向的，需要操

作系统技术路线有足够的影响力。兼容不只是需要

操 作系统自身的努力，也要硬件 / 应用软件厂商主

动配合，在硬件 / 软件产品设计方面进行适当调整。

在操作系统技术路线的影响力足够强的前提下，硬

件 / 软件厂商才有足够强的动机进行配合。

在生态兼容方面，主流操作系统推出时间都

比较早，经历了多次的版本迭代，和硬件、应用

软件厂 商共同成长，先发优势显著。Windows 生

态建设：在个人 PC 机诞生初期，微软就推出了操

作系 统软件，凭借发优势迅速普及。通过和芯片

厂商、软件应用厂商以及自研应用的长期磨合，

Windows 系统如今已具备庞大的用户群体和长期

养成的用户习惯；Linux 生态建设：Linux 内核开

源通过全 球开发者和主流 IT 厂商的参与，经历了

多代升级和完善，获得了较广泛的软硬件支持，但

部分专 业软件 ( 特别是某些大型商业软件 ) 尚未支

持 Linux 架构。

获取用户群体也是生态建设的难点。从用户

选择角度，新的操作系统厂商面临 4 个挑战：用

户习 惯、服务支持力度、安全、迁移成本。在用

户习惯方面，普通用户养成了对 Windows 图形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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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 使用习惯，缺乏足够的动力去主动选择陌生

界面的操作系统；在服务和支持力度方面，企业

级用户 强调软件产品的稳定性，需要有较强的服

务和技术团队去及时对接用户，以及满足用户的

部分定制 化需求；从安全角度，操作系统这里基

础软件，直接关系到用户的信息安全，供应商要

有足够的技 术实力去解决可能出现的漏洞、网络

攻击等风险；迁移成本也很重要，选择新的操作

系统，则需要用户把部分软件和数据迁移过去，

产生迁移成本，操作系统供应商要有足够的技术

实力解决迁移问 题。

我们认为，国产操作系统理想的发展路径：自

主版本形成——建立初步、稳定的用户群体——“可 

用”向“好用”升级——实现市场良性循环。

（1）选择适当的技术路线，形成自主版本。最

佳的选择是基于开源资源。在 Linux 内核的基础上， 

进一步开发形成自主的操作系统版本，缩短开发时

间周期同时节约开发成本。“站在巨人的肩膀 上”，

采用开源内核，省去了重复造轮子的过程，操作系

统厂商可以把精力集中于提升用户体验和 生态推广

方面。事实上，国产操作系统基本上都以 Linux 内核

为基础进行开发。

（2）通过政策支持形成初步、稳定的用户群体，

达到“可用”状态。在政策支持下，有望初步形成 

稳定的、成规模的用户群体。而用户群体的建立，

提高了软 / 硬件厂商的适配意愿。在完成常用软 / 硬

件生态建设的基础上，产品达到“可用”层面，基

本满足用户日常的办公需求。

（3）“可用”到“好用”升级，进入市场良性

循环阶段，扩大用户群体。在对初步的客户群体进

行 服务和技术支持的过程中，厂商不断完善系统版

本，通过版本迭代提升产品性能，逐渐达到“好用”， 

进入良性的市场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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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活动 深度茶社 使用交流 应用软件 社区协作 International
社区

ramboshen  deepin^5  发表于 2020-12-04 17:53

不错不错，好东西，越来越好了

WangZhongyun  deepin^6 发表于 2020-12-04 20:17

众人拾柴火焰高，深度生态好加好

走钢丝 deepin^7  发表于 2020-12-04 18:35

支持支持。

[ 资源分享 ] 一批社区开发应用上架官方应用商店
神末沫   发表于 2020-12-04 17:46

[ 使用交流 ] deepin-mail 使用心得

开始使用了深度邮箱了，说实话深度邮箱很好，简洁漂亮，使用起来也很方便，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办公的的人

群来说，还是有一点点不足，那就是作为办公邮箱很多公司都要支持证书签名、加密的功能，现在深度邮箱还不具备；

不过作为日常邮箱使用完全没有问题；希望继续加油。

gabriel_anger deepin^3  发表于 2020-12-04 10:35

zml999  deepin^2  发表于 2020-12-04 13:57

希望添加多账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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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c643deepin^1  发表于 2020-12-05 13:12

绑定 psd 格式，可以

1. 右键 psd 文件，打开方式

2. 选择默认程序

3. 添加其他程序

4. /opt/Photoshop/photoshop

5. 完了之后，文件管理器打开 “主文件夹 /.local/share/applications/”

6. 右键 photoshop（全小写的）打开方式文本编辑器

7. Exec 改成 Exec=/opt/Photoshop/photoshop %F

8. 保存后重新双击 psd 文件就 OK 了

[ 资源分享 ] 位图图像处理软件、P 图、修图、店铺装修、UIUX 软件

软件名称：图像处理软件                            

软件版本：2017

内置 WinE：wine-5.20                                   

缺陷：暂时没发现什么问题

据说 UI/UX 不会用 Linux 的，感觉这句话也不太对

根据 https://bbs.deepin.org/post/168229 的版本修改来

更改日志 - 20201206

1. 修复了 wine 无法启动的问题                  2. 修改 wine 为深色主题更匹配软件界面

3. 修正中文乱码问题                                       4. 自动生成快捷方式（主菜单 -> 图形图像）

安装方法

1. 下载后解压到任意目录

2. 双击 setup.sh 点运行，或者终端执行 bash setup.sh（不要使用 sudo）

3. 卸载方法见安装包内说明

下载地址（请下载后做分流）：链接 : https://cai[ 心 ]yun.139.com/m/i?0U5CsMRkodgzs 提取码 :4Cb2 

备用 https://isu.fcsys.eu.org:8443/file/photoshop_cc2017_linux_amd64_20201205.zip

dfc643  deepin^1  发表于 2020-12-05 13:08

mgmpk   deepin^1  发表于 2020-12-06 14:21

谢谢分享！

灵兮之 deepin^4   发表于 2020-12-05 19:21

亲测，确实可以用

geno  deepin^3  发表于 2020-12-05 19:23

谢谢分享！

社区
社区活动 深度茶社 使用交流 应用软件 社区协作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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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 openstack
◎ UT000355/ 文

什么是 openstack

OpenStack 是一个开源的云计算管理平台项目，

是一系列软件开源项目的组合。由 NASA( 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 ) 和 Rackspace 合作研发并发起，以

Apache 许可证（Apache 软件基金会发布的一个自

由软件许可证）授权的开源代码项目。

openstack 的组成部分

整个 OpenStack 是由控制节点，计算节点，网

络节点，存储节点四大部分组成。（这四个节点也

可以安装在一台机器上，也就是单机部署，目前咱

们 uos 上面已经验证单机环境通过。）

其中：

控制节点负责对其余节点的控制，包含虚拟机

建立，迁移，网络分配，存储分配等等；

计算节点负责虚拟机运行；

网络节点负责对外网络与内网络之间的通信；

存储节点负责对虚拟机的额外存储管理等等；

当然单机环境，可以部署在一台机器上，也就

是最小化的 openstack 环境。

数据库配置与消息服务配置

使用咱们仓库目前有的版本进行

apt install mariadb-server python-pymysql

管理支持服务包含 MySQL 与 rabbitmq 两个服

务，言归正传，是认识，这里就不详细描述了……

MySQL：数据库作为基础 / 扩展服务产生的数

据存放的地方

rabbitmq: 中间层，作为服务之间传递的消息队

列存在

基础管理服务

基础管理服务包含 Keystone，Glance，Nova，

Neutron，Horizon 五个服务：

Keystone：认证管理服务，提供了其余所有组

件的认证信息 / 令牌的管理，创建，修改等等，使

用 MySQL 作为统一的数据库

Glance：镜像管理服务，提供了对虚拟机部署

的时候所能提供的镜像的管理，包含镜像的导入，

格式，以及制作相应的模板

Nova：计算管理服务，提供了对计算节点的

Nova 的管理，使用 Nova-API 进行通信

Neutron：网络管理服务，提供了对网络节点的

网络拓扑管理，同时提供 Neutron 在 Horizon 的管

理面板

Horizon：控制台服务，提供了以 Web 的形式

对所有节点的所有服务的管理，通常把该服务称为

DashBoard

Cinder 为扩展管理服务，主要用于 Volume 控

制操作，块存储服务，提供相应的块存储，简单来

说，就是虚拟出一块磁盘，可以挂载到相应的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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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之上，不受文件系统等因素影响，对虚拟机来说，

这个操作就像是新加了一块硬盘，可以完成对磁盘

的任何操作，包括挂载，卸载，格式化，转换文件

系统等等操作，大多应用于虚拟机空间不足的情况

下的空间扩容等等。

Neutron 为网络服务，负责管理私有网段与公

有网段的通信，以及管理虚拟机网络之间的通信 /

拓扑，管理虚拟机之上的防火等等。

Nova：提供虚拟机的创建，运行，迁移，快照

等各种围绕虚拟机的服务，并提供 API 与控制节点

对接，由控制节点下发任务。

组件作用

Openstack 总共集成了下面几个组件：

Nova - 计算服务

Neutron- 网络服务

Swift - 对象存储服务

Cinder- 块存储服务

Glance - 镜像服务

Keystone - 认证服务

Horizon - UI 服务

Ceilometer- 监控服务

Heat- 集群服务

Trove- 数据库服务

重要组件介绍

OpenStack 认证服务（Keystone）

Keystone 为 所 有 的 OpenStack 组 件 提 供 认 证

和访问策略服务，它依赖自身 REST（基于 Identity 

API）系统进行工作，主要对（但不限于）Swift、

Glance、Nova 等进行认证与授权。事实上，授权通

过对动作消息来源者请求的合法性进行鉴定。

Keystone 采用两种授权方式，一种基于用户名

/ 密码，另一种基于令牌（Token）。

除此之外，Keystone 提供以下三种服务：

·令牌服务：含有授权用户的授权信息

·目录服务：含有用户合法操作的可用服务列表

·策略服务：利用 Keystone 具体指定用户或群

组某些访问权限

keystone 认证服务注意点：

服 务 入 口： 如 Nova、Swift 和 Glance 一 样 每

个 OpenStack 服务都拥有一个指定的端口和专属的

URL，我们称其为入口（endpoints）。

区位：在某个数据中心，一个区位具体指定了

一处物理位置。在典型的云架构中，如果不是所有

的服务都访问分布式数据中心或服务器的话，则也

称其为区位。

用户：Keystone 授权使用者

PS：代表一个个体，OpenStack 以用户的形式

来授权服务给它们。用户拥有证书（credentials），

且可能分配给一个或多个租户。经过验证后，会为

每个单独的租户提供一个特定的令牌。

服务：总体而言，任何通过 Keystone 进行连接

或管理的组件都被称为服务。举个例子，我们可以

称 Glance 为 Keystone 的服务。

角色：为了维护安全限定，就云内特定用户可

执行的操作而言，该用户关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PS：一个角色是应用于某个租户的使用权限集

合，以允许某个指定用户访问或使用特定操作。角

色是使用权限的逻辑分组，它使得通用的权限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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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分组并绑定到与某个指定租户相关的用户。

租间：租间指的是具有全部服务入口并配有特

定成员角色的一个项目。

PS：一个租间映射到一个 Nova 的“project-id”，

在对象存储中，一个租间可以有多个容器。根据不

同的安装方式，一个租间可以代表一个客户、帐号、

组织或项目。

OpenStack Nova

Nova 是 OpenStack 计 算 的 弹 性 控 制 器。

OpenStack 云实例生命期所需的各种动作都将由

Nova 进行处理和支撑，这就意味着 Nova 以管理平

台的身份登场，负责管理整个云的计算资源、网络、

授权及测度。虽然 Nova 本身并不提供任何虚拟能

力，但是它将使用 libvirt API 与虚拟机的宿主机进行

交互。Nova 通过 Web 服务 API 来对外提供处理接口，

而且这些接口与 Amazon 的 Web 服务接口是兼容的。

功能及特点： 

·实例生命周期管理

·计算资源管理

·网络与授权管理

·基于 REST 的 API

·异步连续通信

·支持各种宿主：Xen、XenServer/XCP、KVM、

UML、VMware vSphere 及 Hyper-V

Nova 弹性云（OpenStack 计算部件）包含以下

主要部分：

·API Server（nova-api）

·消息队列（rabbit-mq server）

·运算工作站（nova-compute）

·网络控制器（nova-network）

·卷管理（nova-volume）

·调度器（nova-scheduler）

解释如下：

1）API 服务器（nova-api）

API 服务器提供了云设施与外界交互的接口，

它是外界用户对云实施管理的唯一通道。通过使

用 web 服 务 来 调 用 各 种 EC2 的 API， 接 着 API 服

务器便通过消息队列把请求送达至云内目标设施进

行处理。作为对 EC2-api 的替代，用户也可以使用

OpenStack 的原生 API，我们把它叫做“OpenStack 

API”。

2）消息队列（Rabbit MQ Server）

OpenStack 内部在遵循 AMQP（高级消息队列

协议）的基础上采用消息队列进行通信。Nova 对请

求应答进行异步调用，当请求接收后便则立即触发

一个回调。由于使用了异步通信，不会有用户的动

作被长置于等待状态。例如，启动一个实例或上传

一份镜像的过程较为耗时，API 调用就将等待返回结

果而不影响其它操作，在此异步通信起到了很大作

用，使整个系统变得更加高效。

 3）调度器（nova-scheduler）  

调度器负责把 nova-API 调用送达给目标。调度

器以名为“nova-schedule”的守护进程方式运行，

并根据调度算法从可用资源池中恰当地选择运算服

务器。有很多因素都可以影响调度结果，比如负载、

内 存、 子 节 点 的 远 近、CPU 架 构 等 等。 强 大 的 是

nova 调度器采用的是可插入式架构。

目前 nova 调度器使用了几种基本的调度算法：

·随机化：主机随机选择可用节点；

·可用化：与随机相似，只是随机选择的范围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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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

·简单化：应用这种方式，主机选择负载最小者

来运行实例。负载数据可以从别处获得，如负载均

衡服务器。

4）运算工作站（nova-compute）

运算工作站的主要任务是管理实例的整个生命

周期。他们通过消息队列接收请求并执行，从而对

实例进行各种操作。在典型实际生产环境下，会架

设许多运算工作站，根据调度算法，一个实例可以

在可用的任意一台运算工作站上部署。

 5）网络控制器（nova-network）

网络控制器处理主机的网络配置，例如 IP 地址

分配，配置项目 VLAN，设定安全群组以及为计算节

点配置网络。

 6）卷工作站（nova-volume） 

卷工作站管理基于 LVM 的 实例卷，它能够为一

个实例创建、删除、附加卷，也可以从一个实例中

分离卷。卷管理为何如此重要？因为它提供了一种

保持实例持续存储的手段，比如当结束一个 实例后，

根分区如果是非持续化的，那么对其的任何改变都

将丢失。可是，如果从一个实例中将卷分离出来，

或者为这个实例附加上卷的话，即使实例被关闭，

数据 仍然保存其中。这些数据可以通过将卷附加到

原实例或其他实例的方式而重新访问。

OpenStack 镜像管理 Glance

OpenStack 镜像服务器是一套虚拟机镜像发现、

注册、检索系统，我们可以将镜像存储到以下任意

一种存储中：

·本地文件系统（默认）

·S3 直接存储

·S3 对象存储（作为 S3 访问的中间渠道）

·OpenStack 对象存储等等。

·功能及特点：

·提供镜像相关服务。

Glance 构件：

1）Glance-API：

主要负责接收响应镜像管理命令的 Restful 请求，

分析消息请求信息并分发其所带的命令（如新增，

删除，更新等）。默认绑定端口是 9292。

2）Glance-Registry：

主要负责接收响应镜像元数据命令的 Restful

请求。分析消息请求信息并分发其所带的命令（如

获取元数据，更新元数据等）。默认绑定的端口是

9191。

OpenStack Web 管理面 Horizon

Horizon 是一个用以管理、控制 OpenStack 服

务的 Web 控制面板，它可以管理实例、镜像、创建

密匙对，对实例添加卷、操作 Swift 容器等。除此之

外，用户还可以在控制面板中使用终端（console）

或 VNC 直接访问实例。

总之，Horizon 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实例管理：创建、终止实例，查看终端日志，

VNC 连接，添加卷等

访问与安全管理：创建安全群组，管理密匙对，

设置浮动 IP 等

偏好设定：对虚拟硬件模板可以进行不同偏好

设定

镜像管理：编辑或删除镜像

查看服务目录

管理用户、配额及项目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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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管理：创建用户等

卷管理：创建卷和快照

对象存储处理：创建、删除容器和对象

为项目下载环境变量

各组件常用命令

查看 rabbitmq 队列：rabbitmqctl list_queues

查看 keystone 的用户：keystone user-list |K 版

之后使用 openstack user list

查 看 keystone endpoint：keystone endpoint-

list | K 版之后使用 openstack endpoint list

查 看 keystone 服 务：keystone service-list | K

版之后使用 openstack service list

创 建 域 openstack project --domain 域 

--description “描述” 项目名

创 建 用 户 openstack user create --domain 域 

--password-prompt 用户名

查 看 image：glance image-list 、openstack 

image list、nova image-list

查看 image 具体信息：openstack image show 

ID

查 看 nova 服 务：nova-manage service list、

openstack compute service list

显 示 安 全 组 列 表 nova secgroup-list、

openstack security group list

查看虚拟机配置种类：nova flavor-list

查看 nova 版本 nova-manage --version

查看虚拟机：nova list、openstack server list

删 除 虚 拟 机：nova delete ID、openstack 

server delete ID

虚拟机重启，停止：

nova suspend 84cd0fc6-3704-4756-9f27-

27bbe43bb980

nova resume 84cd0fc6-3704-4756-9f27-

27bbe43bb980

nova reboot 84cd0fc6-3704-4756-9f27-

27bbe43bb980

openstack server suspend 84cd0fc6-3704-

4756-9f27-27bbe43bb980

openstack server resume 84cd0fc6-3704-4756-

9f27-27bbe43bb980

openstack server reboot 84cd0fc6-3704-4756-

9f27-27bbe43bb980

获取实例的 CPU、内存、磁盘 I/O 等信息  nova 

diagnostics serverID

查询实例的创建信息 nova show serverID

列出当前租户所有的网络：neutron net-list、

openstack network list

创建一个网络：neutron net-create --shared( 所

有项目共享网络 ) --provider:physical_network( 物理

网络 ) public( 物理网络的名称 ) --provider:network_

type（创建的网络类型为 flat，单一扁平网络）flat 

public-net（自定义一个名称）

查看一个网络的详细信息：neutron net-show

删除一个网络：neutron net-delete

创建一个子网：neutron subnet-create --name 

（子网名）–allocation-pool start= 开始地址 ,end=

结束地址 --dns-nameserver DNS 服务器 --gateway

网关 网络名 子网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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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 组件介绍，源码编译安装、使
用总结

◎ UT001641/ 文

docker 组件和历史

Docker 引 擎 是 用 来 运 行 和 管 理 容 器 的 核 心

软 件。 通 常 人 们 会 简 单 地 将 其 代 指 为 Docker 或 

Docker 平台。如果你对 VMware 略知一二，那么可

以将 Docker 引擎理解为 ESXi 的角色。

基于开放容器计划（OCI）相关标准的要求，

Docker 引擎采用了模块化的设计原则，其组件是可

替换的。从多个角度来看，Docker 引擎就像汽车引

擎——二者都是模块化的，并且由许多可交换的部

件组成。

汽车引擎由许多专用的部件协同工作，从而使

汽车可以行驶，例如进气管、节气门、气缸、火花塞、

排气管等。

Docker 引擎由许多专用的工具协同工作，从而

可以创建和运行容器，例如 API、执行驱动、运行时、

shim 进程等。Docker 引擎由如下主要的组件构成：

Docker 客户端（Docker Client）、Docker 守护进程

（Docker daemon）、containerd 以及 runc。它们

共同负责容器的创建和运行。

总体逻辑如下图所示。

Docker 首次发布时，Docker 引擎由两个核心组

件构成：LXC 和 Docker daemon。

Docker daemon 是单一的二进制文件，包含诸

如 Docker 客户端、Docker API、容器运行时、镜像

构建等。

LXC 提供了对诸如命名空间（Namespace）和

控制组（CGroup）等基础工具的操作能力，它们是

基于 Linux 内核的容器虚拟化技术。

下 图 阐 释 了 在 Docker 旧 版 本 中，Docker 

daemon、LXC 和操作系统之间的交互关系。

摆脱 LXC

对 LXC 的依赖自始至终都是个问题。

首先，LXC 是基于 Linux 的。这对于一个立志于

跨平台的项目来说是个问题。

其次，如此核心的组件依赖于外部工具，这会

给项目带来巨大风险，甚至影响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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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Docker 公司开发了名为 Libcontainer 的

自研工具，用于替代 LXC。

Libcontainer 的目标是成为与平台无关的工具，

可基于不同内核为 Docker 上层提供必要的容器交互

功能。

在 Docker 0.9 版本中，Libcontainer 取代 LXC 

成为默认的执行驱动。

摒弃大而全的 Docker daemon

随着时间的推移，Docker daemon 的整体性带

来了越来越多的问题。难于变更、运行越来越慢。

这并非生态（或 Docker 公司）所期望的。

Docker 公司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开始努力着手

拆解这个大而全的 Docker daemon 进程，并将其模

块化。

这项任务的目标是尽可能拆解出其中的功能

特性，并用小而专的工具来实现它。这些小工具

可以是可替换的，也可以被第三方拿去用于构建

其他工具。

这一计划遵循了在 UNIX 中得以实践并验证过的

一种软件哲学：小而专的工具可以组装为大型工具。

这项拆解和重构 Docker 引擎的工作仍在进行

中。不过，所有容器执行和容器运行时的代码已经

完全从 daemon 中移除，并重构为小而专的工具。

目前 Docker 引擎的架构示意图如图 1 所示，图

中有简要的描述。

开放容器计划 (OCI) 的影响

当 Docker 公司正在进行 Docker daemon 进程

的拆解和重构的时候，OCI 也正在着手定义两个容器

相关的规范（或者说标准）。

镜像规范和容器运行时规范，两个规范均于 

2017 年 7 月发布了 1.0 版。

Docker 公司参与了这些规范的制定工作，并贡

献了许多的代码。

从 Docker 1.11 版 本（2016 年 初 ） 开 始，

Docker 引擎尽可能实现了 OCI 的规范。例如，

Docker daemon 不再包含任何容器运行时的

代码——所有的容器运行代码在一个单独的 

OCI 兼容层中实现。

默认情况下，Docker 使用 runc 来实现

这一点。runc 是 OCI 容器运行时标准的参考

实现。

如上图中的 runc 容器运行时层。runc 

项目的目标之一就是与 OCI 规范保持一致。

目前 OCI 规范均为 1.0 版本，我们不希

望它们频繁地迭代，毕竟稳定胜于一切。

除此之外，Docker 引擎中的 containerd 组件确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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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了 Docker 镜像能够以正确的 OCI Bundle 的格式

传递给 runc。

其实，在 OCI 规范以 1.0 版本正式发布之前，

Docker 引擎就已经遵循该规范实现了部分功能。

runc

如前所述，runc 是 OCI 容器运行时规范的参考

实现。Docker 公司参与了规范的制定以及 runc 的

开发。

去粗取精，会发现 runc 实质上是一个轻量级

的、 针 对 Libcontainer 进 行 了 包 装 的 命 令 行 交 互

工 具（Libcontainer 取 代 了 早 期 Docker 架 构 中 的 

LXC）。

runc 生来只有一个作用——创建容器，这一点

它非常拿手，速度很快！不过它是一个 CLI 包装器，

实质上就是一个独立的容器运行时工具。

因此直接下载它或基于源码编译二进制文件，

即可拥有一个全功能的 runc。但它只是一个基础工

具，并不提供类似 Docker 引擎所拥有的丰富功能。

有时也将 runc 所在的那一层称为“OCI 层”，

如上图所示。关于 runc 的发布信息见 GitHub 中 

opencontainers/runc 库的 release。

containerd

在对 Docker daemon 的功能进行拆解后，所有

的容器执行逻辑被重构到一个新的名为 containerd

（发音为 container-dee）的工具中。

它的主要任务是容器的生命周期管理——start | 

stop | pause | rm....

containerd 在 Linux 和 Windows 中以 daemon 

的 方 式 运 行， 从 1.11 版 本 之 后 Docker 就 开 始 在 

Linux 上使用它。

Docker 引 擎 技 术 栈 中，containerd 位 于 

daemon 和 runc 所在的 OCI 层之间。Kubernetes 

也可以通过 cri-containerd 使用 containerd。

如前所述，containerd 最初被设计为轻量级的

小型工具，仅用于容器的生命周期管理。然而，随

着时间的推移，它被赋予了更多的功能，比如镜像

管理。

其原因之一在于，这样便于在其他项目中使用

它。比如，在 Kubernetes 中，containerd 就是一个

很受欢迎的容器运行时。

然 而 在 Kubernetes 这 样 的 项 目 中， 如 果 

containerd 能够完成一些诸如 push 和 pull 镜像这

样的操作就更好了。

因此，如今 containerd 还能够完成一些除容器

生命周期管理之外的操作。不过，所有的额外功能

都是模块化的、可选的，便于自行选择所需功能。

所 以，Kubernetes 这 样 的 项 目 在 使 用 

containerd 时，可以仅包含所需的功能。

containerd 是由 Docker 公司开发的，并捐献

给了云原生计算基金会（Cloud Native Computing 

Foundation, CNCF）。2017 年 12 月发布了 1.0 版

本， 具 体 的 发 布 信 息 见 GitHub 中 的 containerd/ 

containerd 库的 releases。

启动一个新的容器

现在我们对 Docker 引擎已经有了一个总体认

识，也了解了一些历史，下面介绍一下创建新容器

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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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启动容器的方法就是使用 Docker 命令

行工具。下面的 docker container run 命令会基于 

alpine:latest 镜像启动一个新容器。

$ docker container  run --name ctr1 - i t 

alpine:latest sh

当使用 Docker 命令行工具执行如上命令时，

Docker 客户端会将其转换为合适的 API 格式，并发

送到正确的 API 端点。

API 是在 daemon 中实现的。这套功能丰富、

基于版本的 REST API 已经成为 Docker 的标志，并

且被行业接受成为事实上的容器 API。

一旦 daemon 接收到创建新容器的命令，它就

会向 containerd 发出调用。daemon 已经不再包含

任何创建容器的代码了！

daemon 使 用 一 种 CRUD 风 格 的 API， 通 过 

gRPC 与 containerd 进行通信。

虽然名叫 containerd，但是它并不负责创建容

器，而是指挥 runc 去做。

containerd 将 Docker 镜像转换为 OCI bundle，

并让 runc 基于此创建一个新的容器。

然后，runc 与操作系统内核接口进行通信，基

于所有必要的工具（Namespace、CGroup 等）来

创建容器。容器进程作为 runc 的子进程启动，启动

完毕后，runc 将会退出。

至此，容器启动完毕。整个过程如下图所示。

该模型的显著优势

将所有的用于启动、管理容器的逻辑和代码

从 daemon 中移除，意味着容器运行时与 Docker 

daemon 是解耦的，有时称之为“无守护进程的容

器（daemonless container）”，如此，对 Docker 

daemon 的维护和升级工作不会影响到运行中的容

器。

在 旧 模 型 中， 所 有 容 器 运 行 时 的 逻 辑 都 在 

daemon 中实现，启动和停止 daemon 会导致宿主

机上所有运行中的容器被杀掉。

这在生产环境中是一个大问题——想一想新版 

Docker 的发布频次吧！每次 daemon 的升级都会杀

掉宿主机上所有的容器，这太糟了！

幸运的是，这已经不再是个问题。

shim

shim 是实现无 daemon 的容器（用于将运行中

的容器与 daemon 解耦，以便进行 daemon 升级等

操作）不可或缺的工具。

前面提到，containerd 指挥 runc 来创建新容器。

事实上，每次创建容器时它都会 fork 一个新的 runc 

实例。

不过，一旦容器创建完毕，对应的 runc 进程就

会退出。因此，即使运行上百个容器，也无须保持

上百个运行中的 runc 实例。

一旦容器进程的父进程 runc 退出，相关联的 

containerd-shim 进程就会成为容器的父进程。作为

容器的父进程，shim 的部分职责如下。

保持所有 STDIN 和 STDOUT 流是开启状态，从

而当 daemon 重启的时候，容器不会因为管道（pipe）

的关闭而终止。

将容器的退出状态反馈给 daemon。

在 linux 中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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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inux 系统中，前面谈到的组件由单独的二

进制来实现，具体包括 dockerd(Docker daemon)、

d o c k e r- co n ta i n e r d ( co n ta i n e r d ) 、 d o c k e r-

containerd-shim (shim) 和 docker-runc (runc)。

通过在 Docker 宿主机的 Linux 系统中执行 ps 

命令可以看到以上组件的进程。当然，有些进程只

有在运行容器的时候才可见。

daemon 的作用

当所有的执行逻辑和运行时代码都从 daemon 

中剥离出来之后，问题出现了—— daemon 中还剩

什么？

显然，随着越来越多的功能从 daemon 中拆解

出来并被模块化，这一问题的答案也会发生变化。

不过，daemon 的主要功能包括镜像管理、镜

像构建、REST API、身份验证、安全、核心网络以

及编排。

1.moby,docker-ce 和 docker-ee 的区别

moby、docker-ce 与 docker-ee

最早的时候 docker 就是一个开源项目，主要由

docker 公司维护。

2017 年年初，docker 公司将原先的 docker 项

目 改 名 为 moby， 并 创 建 了 docker-ce 和 docker-

ee。

这三者的关系是：

moby 是继承了原先的 docker 的项目，是社区

维护的的开源项目，谁都可以在 moby 的基础打造

自己的容器产品

docker-ce 是 docker 公司维护的开源项目，是

一个基于 moby 项目的免费的容器产品

docker-ee 是 docker 公司维护的闭源产品，是

docker 公司的商业产品。

moby project 由 社 区 维 护，docker-ce project

是 docker 公司维护，docker-ee 是闭源的。

要使用免费的 docker，从网页 docker-ce 上

获取。

docker-ce 的发布计划，v1.13.1 之后，发布计

划更改为 :

Edge: 月 版 本， 每 月 发 布 一 次， 命 名 格 式 为

YY.MM，维护到下个月的版本发布

Stable: 季度版本，每季度发布一次，命名格式

为 YY.MM，维护 4 个月

docker-ce 的 release 计划跟随 moby 的 release

计划，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直接安装最新的 docker-

ce:

curl -fsSL https://get.docker.com/ | sh

CentOS

如果是 centos，上面的安装命令会在系统上添

加 yum 源 :

/etc/yum.repos.d/docker-ce.repo

然后用 yum 安装 :

yum install -y docker-ce

yum 源 文 件 和 rpm 包 都 在 网 页 download.

docker.com 中，可以自己下载安装 :

wget https://download.docker.com/linux/

centos/docker-ce.repo

mv docker-ce.repo /etc/yum.repos.d

yum install -y docker-ce

或者直接下载 rpm 安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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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et https://download.docker.com/linux/

centos/7/x86_64/stable/Packages/docker-ce-

17.09.0.ce-1.el7.centos.x86_64.rpm

yum localinstall docker-ce-17.09.0.ce-1.el7.

centos.x86_64.rpm

UOS

统信官方给的安装教程 :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855876/

article/details/107227120

2.moby 和 docker-ce 的关系

moby 遵循 [Apache Licene 2.0 协议 ], 允许代码

修改再发布（作为商业或开源软件）．docker-ce 基

于 moby.

docker 以每月发布一个版本的节奏进行开发。

命名规则为：年份 - 月份 -ce，其中 ce 表示社区版本。

1. 使用 moby 编译时 , 需要自己下载 cli, 等多个

代码 , 进行一个一个的编译 .

2. 使用 docker-ce 编译时 , 只需要下载 docker-

ce 代码 , 进行编译 ,docker-ce 下包含 cli 代码 .

3.docker-ce, containerd.io 和 docker-cli 之间的关系

containerd.io - daemon to interface with 

the OS API (in this case, LXC - Linux Containers), 

essentially decouples Docker from the OS, also 

provides container ser vices for non-Docker 

container managers

docker-ce - Docker daemon, this is the part 

that does all the management work, requires the 

other two on Linux

docker-ce-cli - CLI tools to control the daemon, 

you can install them on their own if you want to 

control a remote Docker daemon

4.docker 的使用

使用 docker 需要先启动服务器 .

#centos 下启动 docker-daemon 守护进程

systemctl daemon-reload

systemctl restart docker.service

#deb 系下启动 : 没试过 .

service docker restart

5.docker-ce 编译

环境搭建

docker 的编译，需要在宿主机预先安装 docker

软 件。 因 为 编 译 docker 的 源 码 时， 会 构 建 一 个

docker 镜像并运行，在这个容器里面进行 build 操作。

由于这个容器已经包含了 go 语言环境，故宿主机无

须额外安装 golang。

宿主机系统：uos

宿 主 机 docker 版 本：Docker version 19.03.8, 

build 1b4342cd4c

下载源码

docker 的 github 官 方 网 站 为：https://github.

com/docker/docker-ce/。

docker 以每月发布一个版本的节奏进行开发。

命名规则为：年份 - 月份 -ce，其中 ce 表示社区版本。

截至本文撰写时，最新版本为 v17.12.0-ce，但下一

版本 v18.01.0-ce-dev 已经处于开发阶段（带 dev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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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开发阶段），本文编译得到的版本

即为 v18.01.0-ce-dev。

发 行 版 本 下 载 地 址：https://

g i t h u b.co m /d o c ke r/d o c ke r- ce /

releases。

本 文 在 /home/latelee/docker/

dev 目录进行，请根据实际情况修改目

录。

下载源码：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docker/docker-ce

进入 docker-ce 目录：

cd docker-ce

切换到最新的 tag：

git checkout -b v18.01.0-ce

最后编译通过用的该命令 :

在 /home/hao/docker_work/docker-ce 文件夹

下执行该命令 :

make  VERSION=18.01.0-ce-dev ENGINE_DIR=/

home/hao/docker_work/docker-ce/components/

engine CLI_DIR=/home/hao/docker_work/docker-

ce/components/cli deb

命令解释：

该 命 令 指 定 了 版 本 号 和 docker 组 件 的 目 录

（VERSION、ENGINE、CLI 分别指版本号、docker

引擎、docker 命令行），同时指定了要编译的系统

版本（deb 指编译所有 debian 平台包 ,ubuntu16.04

代号为 xenial）.

大约经过半小时，编译成功。最终生成的 deb

包 位 于：components\packaging\deb\debbuild\

ubuntu-xenial

和其他各 deb 下的版本文件夹中。

编 译 考 博 客 :https://blog.csdn.net/subfate/

article/details/97577018

6. 编译出来的 docker-ce 安装

安装 docker-ce 的 deb 包时出现依赖库的问题 ,

如上图所示。

从图说明 containerd.io 库需要 >=1.4.1 版本 .

containerd.io# 在 该 地 址 找 到 ubuntu16.04 的

库 , 16.04 的代号为 Xenial Xerus ( 好客的非洲地松

鼠 ). 但这个最新只有 1.3.7 版本的 .

https://download.docker.com/linux/ubuntu/

dists/xenial/pool/stable/amd64/

# 在提前体验包中发现 1.4.1 版本的 .

https://download.docker.com/linux/ubuntu/

dists/xenial/pool/nightly/amd64/

#containerd.io 库 1.4.1 源码 :  是 containerd 工

程 , 不是 containerd.io.

w g e t  h tt p s : / / g i t h u b . co m /co n ta i n e r d /

containerd/archive/v1.4.1.zip

#github 上的地址

https://github.com/containerd/containerd/

tree/v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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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 Cgroups 学习
◎ saber/ 文

Cgroups 是什么？

  cgroups 全称为 Control Groups（控制组），

是 Linux 内核提供的一种机制，可以根据需求把一

个系列的任务以及其子任务整合 / 或者分割到按资

源分等级的不同组内，从而给系统资源管理器提供

一个统一的框架。简单来说，就是 cgroups 可以记

录、限制任务组所使用的物理资源。本质上，其实

就是内核附加到程序上的 hook（钩子）脚本，通过

运行程序时，触发相应的钩子脚本以达到资源追踪、

限制资源的目的。

为什么要了解 Cgroups ？

  现在容器技术（docker 等）使用的较为频繁，

但是我们并不了解容器中可以使用的 CPU、内存等

资源是怎么进行限制的，其中的原理又是如何实现

的呢？也不太清楚，不过，通过学习 cgroups 技术，

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窥探到其中的一点点门道，而

且还能更好的助我们理解和使用 linux 系统。

Cgroups 有什么作用 ?

  cgroups 的主要作用 实现 cgroups 的主要目的

是为不同用户层面的资源管理提供一个统一化的接

口。 从单个任 务的资源控制到操作系统层面的虚拟

化，cgroups 提供了四大功能：

资源限制：cgroups 可以对任务是要的资源总额

进行限制。

优先级分配：通过控制分配的 CPU 时间片数量

和磁盘 IO 带宽，实际上就等同于控制了任务运行的

优先级了。

资源统计：cgroups 可以统计系统的资源使用量，

cpu 使用时间、内存用量等。这个功能适用于云端

按照使用量计费的方式。

任务控制：cgroups 可以对任务执行挂起、恢复

等操作。

基本概念

  Cgroups 中 的 资 源 控 制 一 cgroup 为 单 位 实

现。Cgroup 表示按某种资源控制标准划分而成的任

务组，包含一个或多个子系统。一个任务可以加入

某个 cgroup，也可以从某个 cgroup 迁移到另一个 

cgroup。

  Subsystem( 子系统 ) cgroups 中的子系统就是

一个资源调度控制器 ( 又叫 controllers)。比如 CPU 

子系统可以控制 CPU 的时间分配周期，内存子系统

可以限制内存的使用量。我以本地环境为例子，支

持的 subsystem 如下 ( cat /proc/cgroups)：

liuxin@liuxin-PC ~ >>> cat /proc/cgroups
#subsys_name    hierarchy       num_cgroups     enabl
ed                                                       
cpuset  11      1       1                                                                                     
cpu     4       2       1                                                                                     
cpuacct 4       2       1                                                                                     
blkio   6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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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y  12      711     1                                                                                     
devices 8       104     1                                                                                     
freezer 7       587     1                                                                                     
net_cls 9       1       1                                                                                     
perf_event      2       1       1                                                                             
net_prio        9       1       1
hugetlb 5       1       1
pids    3       114     1
rdma    10      1       1

cpuset 给 cgroup 中的任务分配独立的 CPU( 多

处理器系统 ) 和内存节点。

cpu 限制 CPU 时间片的分配，与 cpuacct 挂载

在同一目录。

cpuacct 生成 cgroup 中的任务占用 CPU 资源的

报告，与 cpu 挂载在同一目录。

blkio 对块设备的 IO 进行限制。

memory 对 cgroup 中的任务的可用内存进行限

制，并自动生成资源占用报告。

devices 允许或禁止 cgroup 中的任务访问设备。

freezer 暂停 / 恢复 cgroup 中的任务。

net_cls 使用等级识别符（classid）标记网络数

据包，这让 Linux 流量控制器（tc 指令）可以识别

来自特定 cgroup 任务的数据包，并进行网络限制。

perf_event 允许使用 perf 工具来监控 cgroup。

net_prio 允 许 基 于 cgroup 设 置 网 络 流 量

(netowork traffic) 的优先级。

hugetlb 限制使用的内存页数量。

pids 限制任务的数量。

RDMA 是一种 host-offload, host-bypass 技术，

允许应用程序 ( 包括存储 ) 在它们的内存空间之间直

接做数据传输。

Hierarchy( 层级 ) 层级有一系列 cgroup 以一个

树状结构排列而成，每个层级通过绑定对应的子系

统进行资源控制。层级中的 cgroup 节点可以包含零

个或多个子节点，子节点继承父节点挂载的子系统。

一个操作系统中可以有多个层级。

cgroup 的文件系统接口

  cgroup 以文件的方式提供应用接口，我们可以

通过 mount 来查看 cgroups 默认的挂载点：

liuxin@liuxin-PC ~ >>> mount | grep cgroup
tmpfs on /sys/fs/cgroup type tmpfs (ro,nosuid,nodev,
noexec,mode=755)
cgroup2 on /sys/fs/cgroup/unified type cgroup2 (rw,n
osuid,nodev,noexec,relatime,nsdelegate)
cgroup on /sys/fs/cgroup/systemd type cgroup (rw,no
suid,nodev,noexec,relatime,xattr,name=systemd)
cgroup on /sys/fs/cgroup/perf_event type cgroup (rw,
nosuid,nodev,noexec,relatime,perf_event)
cgroup on /sys/fs/cgroup/pids type cgroup (rw,nosuid
,nodev,noexec,relatime,pids)
cgroup on /sys/fs/cgroup/cpu,cpuacct type cgroup 
(rw,nosuid,nodev,noexec,relatime,cpu,cpuacct)
cgroup on /sys/fs/cgroup/hugetlb type cgroup (rw,nos
uid,nodev,noexec,relatime,hugetlb)
cgroup on /sys/fs/cgroup/blkio type cgroup (rw,nosui
d,nodev,noexec,relatime,blkio)
cgroup on /sys/fs/cgroup/freezer type cgroup (rw,nos
uid,nodev,noexec,relatime,freezer)
cgroup on /sys/fs/cgroup/devices type cgroup (rw,nos
uid,nodev,noexec,relatime,devices)
cgroup on /sys/fs/cgroup/net_cls,net_prio type 
cgroup (rw,nosuid,nodev,noexec,relatime,net_
cls,net_prio)
cgroup on /sys/fs/cgroup/rdma type cgroup (rw,nosui
d,nodev,noexec,relatime,rd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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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roup on /sys/fs/cgroup/cpuset type cgroup (rw,nos
uid,nodev,noexec,relatime,cpuset)
cgroup on /sys/fs/cgroup/memory type cgroup (rw,no
suid,nodev,noexec,relatime,memory)

第一行的 tmpfs 说明 /sys/fs/cgroup 目录下的

文件都是存在于内存中的临时文件。

第三行的挂载点 /sys/fs/cgroup/systemd 用于 

systemd 系统对 cgroups 的支持，相关内容笔者今

后会做专门的介绍。

其余的挂载点则是内核支持的各个子系统的根

级层级结构。

  接下来进入 /sys/fs/cgroup 看看目录及其子目

录下的都是什么内容

liuxin@liuxin-PC ~ >>> ls /sys/fs/cgroup/
blkio/  cpuacct@      cpuset/   freezer/  memory/   net_
cls,net_prio/  perf_event/  rdma/     unified/
cpu@    cpu,cpuacct/  devices/  hugetlb/  net_cls@  
net_prio@          pids/        systemd/

  /sys/fs/cgroup 目录下是各个子系统的根目录，

直接描述可能没有个清晰的认识，所以下面以 demo

来演示，如何用 cgroups 限制进程可以使用的资源。

demo

  在开始 demo 的演示之前，需要先安装一个工

具，它对于 demo 指定控制组等操作非常方便。默

认在咱们 uos 的仓库中就有这个包。

sudo apt install cgroup-bin

  等待安装成功，开始 demo 的演示。

限制进程的可用的 cpu

  在我们使用 cgroups 时，最好不要随便直接在

子系统的根目录下直接修改其配置文件，容易造成

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我们可以在子系统树中定义其

他的节点，然后我们在其他的节点任意操作不影响

系统的子系统，那我们就直接在 /sys/fs/cgroup/cpu

目录下新建一个名称为 nick_cpu 的目录 :

  创建结束之后，我们进入此目录，会发现多了

好多配置文件，有点神奇吧，其实 cgroups 的文件

系统会在创建目录的时候自动创建这些配置文件。

liuxin@liuxin-PC /s/f/c/cpu  >>> sudo mkdir nick_cpu/
请输入密码
[sudo] liuxin 的密码：
验证成功
liuxin@liuxin-PC /s/f/c/cpu  >>> ls nick_cpu/
c g r o u p . c l o n e _ c h i l d r e n   c p u a c c t . u s a g e _ a l l          
cpuacct.usage_sys   cpu.shares      notify_on_release
cgroup.procs           cpuacct.usage_percpu       cpuacct.
usage_user  cpu.stat        tasks
cpuacct.stat           cpuacct.usage_percpu_sys   cpu.
cfs_period_us   cpu.uclamp.max
cpuacct.usage          cpuacct.usage_percpu_user  cpu.
cfs_quota_us    cpu.uclamp.min

  

新创建的目录的配置文件很多，就不一一讲解

了，cfs_period_us 用来配置时间周期长度，cfs_

quota_us 用来配置当前 cgroup 在设置的周期长

度内所能使用的 CPU 时间数，两个文件配合起来

设置 CPU 的使用上限。我们演示的 demo 就是以

此为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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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liuxin-PC:/sys/fs/cgroup/cpu/nick_cpu# echo 
100000 > cpu.cfs_period_us 
root@liuxin-PC:/sys/fs/cgroup/cpu/nick_cpu# echo 
50000 > cpu.cfs_quota_us 

首先切换 root 用户，然后将时间周期的长度

设置为 100000, 将当前 cgroup 的周期长度设置为

50000，相当于将 cpu 周期限制为总量的一半：

创建一个累加计时程序：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end;
  end = 1024*1024*1024;
  for(i=0;i<end;i++)
  {
  }
}

liuxin@liuxin-PC ~/c/src >>> gcc -o cputime cputime.c 
liuxin@liuxin-PC ~/c/src >>> su 
请输入密码
Password:
验证成功
root@liuxin-PC:/home/liuxin/c-work/src# time ./
cputime

real    0m2.152s
user    0m2.152s
sys     0m0.000s
root@liuxin-PC:/home/liuxin/c-work/src# time cgexec 
-g cpu:nick_cpu ./cputime

real    0m4.756s
user    0m2.403s
sys     0m0.004s

  上 图 显 示， 默 认 执 行 只 需 要 2s 多， 而 通 过 

cgroups 限制 CPU 资源后需要运行 4s 多。正好是两

倍左右。

限制进程可用的内存

  像上面一样，我们到 /sys/fs/cgroup/memory

下创建 nick_memory:

liuxin@liuxin-PC /s/f/c/memory ❯❯❯ sudo mkdir 
nick_memory 
请输入密码
[sudo] liuxin 的密码：
验证成功
liuxin@liuxin-PC /s/f/c/memory ❯❯❯  ls nick_
memory/
cgroup.clone_children           memory.kmem.tcp.failcnt             
memory.oom_control
cgroup.event_control            memory.kmem.tcp.limit_
in_bytes      memory.pressure_level
cgroup.procs                    memory.kmem.tcp.max_
usage_in_bytes  memory.soft_limit_in_bytes
memory.failcnt                  memory.kmem.tcp.usage_in_
bytes      memory.stat
memory.force_empty              memory.kmem.usage_
in_bytes          memory.swappiness
memory.kmem.failcnt             memory.limit_in_bytes               
memory.usage_in_bytes
memory.kmem.limit_in_bytes      memory.max_
usage_in_bytes           memory.use_hierarchy
memory.kmem.max_usage_in_bytes  memory.move_
charge_at_immigrate     notify_on_release
memory.kmem.slabinfo            memory.numa_stat                    
tasks` 

  对 用 户 内 存 的 限 制 主 要 是 memory.limit_in_

bytes 和 memory.memsw.limit_in_bytes， 然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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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过 设 置 memory.swappiness， 来 设 置 是 否 使 用

swap，我们的 demo 也是以此为例子。下面的设置

把进程的可用内存限制在最大 400M，并且不使用 

swap：

root@liuxin-PC:/sys/fs/cgroup/memor y/nick_
memory# echo 400M > memory.limit_in_bytes
root@liuxin-PC:/sys/fs/cgroup/memor y/nick_
memory# cat memory.limit_in_bytes 
419430400
root@liuxin-PC:/sys/fs/cgroup/memor y/nick_
memory# echo 0 > memory.swappiness
root@liuxin-PC:/sys/fs/cgroup/memor y/nick_
memory# cat memory.swappiness
0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include<string.h>

#define CHUNK_SIZE 1024 * 1024 * 100

void main()
{ 
    char *p;
    int i;
    for(i = 0; i < 5; i ++)
    { 
        p = malloc(sizeof(char) * CHUNK_SIZE);
        if(p == NULL) 
        { printf("fail to malloc!");
         return ; 
         } 
        memset(p, 0, CHUNK_SIZE);
        printf("malloc memory %d MB\n", (i + 1) * 100);
     }
}

liuxin@liuxin-PC ~/c/src >>> gcc -o memory memory.

c                                                           

liuxin@liuxin-PC ~/c/src >>> su                                                                               
请输入密码
Password:
验证成功
root@liuxin-PC:/home/liuxin/c-work/src# ./memory 
malloc memory 100 MB
malloc memory 200 MB
malloc memory 300 MB
malloc memory 400 MB
malloc memory 500 MB
root@liuxin-PC:/home/liuxin/c-work/src# cgexec  -g 
memory:nick_memory ./memory
malloc memory 100 MB
malloc memory 200 MB
malloc memory 300 MB
已杀死

  由于内存不足且禁止使用 swap，所以被限制资

源的进程在申请内存时被强制杀死了。

  实际应用中往往要同时限制多种的资源，比如

既限制 CPU 资源又限制内存资源。使用 cgexec 实现

这样的用例其实很简单，直接指定多个 -g 选项就可

以了。

总结

  cgroups 是 linux 内核提供的功能，由于牵涉的

概念比较多，所以不太容易理解。本文就简单的结

合了几个例子演示 cgroups 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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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lt 使用介绍
◎ ut000340/ 文

为什么需要 quilt ？

过去，源码包和 patch 存放在不同的 tarball 文

件中，在编译时再解压缩，应用 patch 补丁到源码

文件中， 然后再编译成可执行文件。随着时间推

移，官方软件包会接收一些补丁到发布版本中，但

是也会有一些新的独立改变产生，随之而来是大量

的 patch 文件。一部分文件被上游仓库接收后，该

patch 会被删除，剩余的 patch 仍需要正常应用到上

游代码； 另外还 patch 文件之间存在依赖关系， 后

面应用的 patch 文件可能依赖前面的 patch 文件， 

即 patch 文件是按照顺序应用的。当代码库中存在

大量的 patch 文件时， 特别是内核补丁，可能达到

上千个， 此时如果手动应用 patch 文件，是不可以

想象的。

quilt 就是用来管理大量 patch 文件的。quilt 其

实 是 一 个 shell 脚

本，可以在源码目录

树 中 任 意 位 置 调 用

quilt 命令（quilt 向

上 扫 描 目 录 直 到 找

到 .pc 或 patches 目

录文件为止）。此处

需 要 说 明， 我 们 可

以通过设置 QUILT_

PATCHES 变 量 值 来

改变 quilt 默认启动

行为，后面会具体描述。

quilt 原理

quilt 会在 patches/series 文件中记录当前管理

的补丁。补丁按照加入的顺序排列。quilt 使用堆栈

来管理补丁。quilt push 会将补丁加入到堆栈。

quilt pop 将堆栈补丁退出堆栈。

quilt previous/quilt next 用来查看栈顶补丁之

前已应用的补丁 / 下一个可应用的补丁。见下图所示。

quilt applied/quilt unapplied 用来已应用补丁

或未应用的补丁文件。

注：所有 quilt 子命令可通过 quilt cmd -h 来查

看帮助信息（cmd 为子命令）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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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lt 常用命令说明

常 用 命 令 有 quilt new, quilt push,quilt pop, 

quilt add, quilt refresh, quilt files, quilt applied, 

quilt unapplied， quilt series 等

·quilt new

创建一个新的补丁文件

lxy@lxy-PC:~/quilt_exercise$ quilt new int-1.diff
Patch patches/int-1.diff is now on top

查看目录可以看到多了 .pc 和 patches

lxy@lxy-PC:~/quilt_exercise$ ls -a
.  ..  patches  .pc

patches 此时只有一个 series 文件 , 因为此时

patch 文件还未有内容。

·quilt top

quilt new 创建一个补丁文件，并推入到堆栈。

通过 quilt top 可以查看当前栈顶补丁文件。

lxy@lxy-PC:~/quilt_exercise$ quilt top
patches/int-1.diff

·quilt series

列出 series 文件中所有补丁文件

lxy@lxy-PC:~/quilt_exercise$ quilt series 
patches/int-1.diff

·quilt add

将指定文件与当前栈顶补丁文件关联起来。

lxy@lxy-PC:~/quilt_exercise$ quilt add int.c
File int.c added to patch patches/int-1.diff

此后，所有 int.c 中的改变都会更新到 int-1.diff 

文件中。

·quilt refresh

通过 quilt add 命令关联补丁文件和源文件后，

执行 quilt refresh 将更新补丁文件。

我们首先给 int.c 添加内容如下

#include 

int intialize();

lxy@lxy-PC:\~/quilt_exercise$ quilt refresh
Refreshed patch patches/int-1.diff
lxy@lxy-PC:~/quilt_exercise$ cat patches/int-1.diff
Index: quilt_exercise/int.c
=============================================
======================
\--- /dev/null
\+++ quilt_exercise/int.c
@@ -0,0 +1,3 @@
\+#include
\+
\+int intialize();

·quilt patches /quilt files

quilt pathes 用来列出指定文件相关的 patch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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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quilt files 则是用来列出和 patch 关联的源代码

文件 , 不指定 patch 则默认为栈顶 patch 文件。

lxy@lxy-PC:~/quilt_exercise$ quilt patches int.c 
patches/int-1.diff
lxy@lxy-PC:~/quilt_exercise$ quilt files patches/int-1.
diff
int.c

·quilt pop/quilt push/quilt applied/quilt 

unapplied

使 用 quilt new 增 加 另 外 两 个 patch 文 件，

test2.diff,test3.diff，并将 test2.txt 与 test2.diff 关联， 

test3.txt 与 test3.diff 关联。

lxy@lxy-PC:~/quilt_exercise$ quilt series

patches/int-1.diff

patches/test2.diff

patches/test3.txt

查看应用补丁文件

lxy@lxy-PC:~/quilt_exercise$ quilt applied 

patches/int-1.diff

patches/test2.diff

patches/test3.txt

将所有应用的补丁文件撤销

lxy@lxy-PC:~/quilt_exercise$ quilt pop -a
Removing patch patches/test3.txt
Removing test3.txt
\

Removing patch patches/test2.diff
Removing test2.txt
\
Removing patch patches/int-1.diff
Removing int.c
\
No patches applied
lxy@lxy-PC:~/quilt_exercise$ quilt applied 
No patches applied
lxy@lxy-PC:~/quilt_exercise$ quilt unapplied 
patches/int-1.diff
patches/test2.diff
patches/test3.txt

重新应用所有补丁文件

lxy@lxy-PC:~/quilt_exercise$ quilt applied 
patches/int-1.diff
patches/test2.diff
patches/test3.txt
lxy@lxy-PC:~/quilt_exercise$ quilt unapplied 
File series fully applied, ends at patch patches/test3.
txt

quilt 管理 deb 包补丁文件

使用 quilt 管理 deb 包补丁文件，需要额外做一

些配置工具。deb 包补丁放置 debian/patches 目录， 

使用 quilt 应用补丁前，需要配置 .quiltrc 文件（位

于家目录下）。https://wiki.debian.org/UsingQuilt 

给出的配置文件如下：

QUILT_PATCHES=debian/patches
QUILT_NO_DIFF_INDEX=1
QUILT_NO_DIFF_TIMESTAMPS=1
QUILT_REFRESH_ARGS="-p ab"
QUILT_DIFF_ARGS="--color=auto" # If you want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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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 when using `quilt diff`.
QUILT_PATCH_OPTS="--reject-format=unified"
QUILT_COLORS="diff_hdr=1;32:diff_add=1;34:diff_
rem=1;31:diff_hunk=1;33:diff_ctx=35:diff_cctx=33"

如果不想配置 .quiltrc 文件， 也可以将下面两行

在终端运行或者添加到 ~/.bashrc 文件中。

export QUILT_PATCHES=debian/patches
e x p o r t  Q U I LT _ R E F R E S H _ A R G S = " - p  a b  - - n o -
timestamps --no-index"

为了能在 deb 包内任意路径都能使用 quilt ，建

议在 .quiltrc 文件中加入如下代码片段

d=. ; while [ ! -d $d/debian -a `readlink -e $d` != / ]; do 
d=$d/..; done
if [ -d $d/debian ] && [ -z $QUILT_PATCHES ]; then
        # if in Debian packaging tree with unset $QUILT_
PATCHES
        QUILT_PATCHES="debian/patches"

        if ! [ -d $d/debian/patches ]; then mkdir $d/
debian/patches; fi
fi

小结

使用 quilt 很方便管理大量的 patch 文件，但在

应用二进制 patch 文件还存在问题。quilt 可以将多

个文件的补丁生成到一个文件中，需要删除某个源

文件与补丁的关联也很方便，使用 quilt remove 就

可以完成。（具体使用方法也可以参考 man 手册

或 者 Shakthi Kannan 的 Quilt Tutorial。 在 对 Deb 

使 用 quilt 时 需 要 设 置 QUILT_PATCHES=debian/

patches, 否则可能找不到 series 或补丁文件，另外

很多命令支持 -p 设置补丁格式风格， 具体可以通过

quilt cmd -h 来查看帮助信息。

参考资料

Linux 之旅 (1): diff, patch 和 quilt （下）http://

www.fmddlmyy.cn/text28.html

How To Survive With Many Patches https://

tools.ietf.org/doc/quilt/quilt.html

UsingQuilt https://wiki.debian.org/UsingQuilt

Quilt Tutorial Shakthi Ka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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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信 UOS 应用商店上架完整流程
◎ 商店运营部/文

统信 UOS 应用商店是一款集应用展示、下载、

安装、卸载、评论、评分、推荐于一体的应用程序，

是统信 UOS 官方应用分发渠道。

统信 UOS 应用商店中的应用已经超过了 1500

款，不仅包含了办公学习、社交沟通、编程开发、

图片处理等常见应用，更有游戏、视频影音等娱乐

软件可供选择，满足了用户在各场景下的使用需求。

目前，统信 UOS 应用商店的日均下载量已经突

破 1 万，深受用户的喜爱。

统信 UOS 应用商店和软件生态的成功离不开应

用厂商、开发者的支持，为了帮助开发者们更快的

了解应用上架流程，特别为大家准备一堂小课。

简单几步，了解上架流程

1、注册账号：

登陆统信 UOS 生态网站 www.chinauos.com，

注册您的账号。

2、下载镜像：

在官网下载对应平台的统信 UOS 镜像文件。目

前已发布桌面版：包括个人版、专业版、社区版（其

中个人版、社区版只包含 amd64 架构，专业版包含

amd64、arm64、mips64、sw64 架构）；服务器版：

包括企业版、行业版、欧拉版（行业板、欧拉版暂

不支持网页下载）。

3、提交资料：

提交应用软件相关资料：自测试报告、用户手册、

安装手册、测试用例、安装包等。

4、完成适配：

根据您提交的资料，我们将安排工程师为您提

供专业的技术支持服务，协助您进行适配。

5、软件复测：

完成适配的应用软件将由测评部进行复测，测

试通过，转入认证流程。

6、签订《分发协议》：

统信 UOS 应用商店专员会与您进行对接，签订

《分发协议》。

7、提交审核：

登录 store.chinauos.com 完成开发者认证后，

进入开发者管理后台上传应用提交审核。审核流程：

提交审核、包格式检测、安全检测、包签名、合规

性审核、应用推仓、审核通过（审核周期：3-5 个工

作日）。

如您还需要了解更多上架详情，可以向我们的

工作人员进行咨询，我们会为您提供专业的一对一

上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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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同花顺、QQ 等
众多流行安卓 APP 上线统信 UOS

国产操作系统是否简单易用，是否能够真正走

进用户的电脑中，应用软件生态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统信 UOS 应用商店则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法宝，

在应用商店中，用户可以分类检索到想要下载使用

的应用软件。

近日，统信 UOS 应用商店（ARM 版）上线了众

多流行安卓应用，包括用户日常需要使用的社交沟

通类软件：微信、QQ、企业微信、钉钉；办公学类：

今日头条、学习强国、腾讯会议；游戏娱乐类：抖音、

爱奇艺、同花顺等。

统信 UOS 兼容安卓运行环境，本次上线的安卓

APP，解决了用户的多样化应用需求，ARM 平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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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信 UOS 用户只需在应用商店中搜索相关应用名称

或在 Android 专题中进行选择，一键安装使用。

在统信 UOS 上使用安卓 APP 与手机等移动平台

上体验一致，完美运行，高效便捷。

后续，我们还会上线更多成熟好用、常见好玩

的安卓 APP，满足不同用户多样化的应用需求。

一直以来，统信 UOS 不断创新优化提升用户体

验，在产品设计、生态建设上做了一系列的创新与

努力。

仅 2020 年一年，统信软件已与 1500 余个合作

伙伴，完成了 20000 余次适配服务，完成各类软硬

件产品适配 4500 余款，涵盖了办公、社交、影音娱

乐、开发工具、图像处理等类别，常见流行应用基

本达到了全覆盖。

目前，统信 UOS 的各类软硬件产品适配正在加

速进行中，更多成熟的专业化、个性化的应用产品

将陆续上线统信 UOS 应用商店。统信软件也将继续

秉持开放合作、共同成长的理念，携手合作伙伴共

同繁荣中国操作系统创新生态。

在统信 UOS 上运行安卓 QQ APP 在统信 UOS 上运行安卓同花顺 APP

在统信 UOS 上运行安卓学习强国 APP 在统信 UOS 上运行安卓微信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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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申请流程
UOS 账号注册

1、登陆统信 UOS 生态社区网址，进入首页后

单击右上角的【注册】按钮。

4、提交申请后，需等待后台审核。审核结果会

以邮件和短信的方式通知，审核通过后可获得内测

权限，即获得开发者权限。在申请过程中遇到任何

问题，都可以通过邮箱 support@chinauos.com 联

系我们。

2、进入注册页面，根据要求输入个人信息，完

成账号注册后，会在您的注册邮箱里收到一封激活

账号邮件，单击链接完成激活。

3、激活账号后，返回到统信 UOS 生态社区首页。

选择【合作伙伴】版块，进入页面后单击【申请适配】，

进入申请适配认证页面。根据需求，可以选择申请

个人开发者或企业开发者，以获得内测下载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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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用户需在“企业信息”页面填写以下信息 ( 星

标项为必填项。

公司全称 需填写正确的公司名称

公司简称 对应的公司简称

公司网站 需填写可正确访问的公司网址

公司简介 150 字以内的公司介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需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营业执照扫描件 需上传营业执照扫描件

个人用户需在“个人用户”页面进行填写 ( 星标

项为必填项。

姓名 需填写正确的姓名

申请理由 需在下拉选项中选择“个人兴趣”或“适
配 UOS”

身份证号码 需准确输入身份证号

微信号 填写微信号

QQ 号码 填写 QQ 号

开发者职位 填写开发者职位信息

自我介绍 150 字以内的个人介绍

5、使用开发者账号登陆 chinauos 网站，可获

得以下权限。访问合作伙伴专区即可获得官方测试

版下载地址。访问开发者专区即可访问论坛提交您

的疑问。

6、在统信 UOS 生态社区首页，单击右上角的

账号，并选择【用户中心】，可以自行更改账号信息；

账 户 注 销 还 需 通 过 联 系 后 台 support@chinauos.

com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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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9 - 2 0 2 0   统信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官方微信公众账号 官方论坛登录

统信软件公司主页：www.uniontech.com
技术支持服务电话：400-858-8488

统信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Uniontech Software Technology Co., Ltd.


